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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日，在“城市因你而
美·新华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
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郑
州站的捐赠仪式上，新华保险向郑
州市24335名一线环卫工人赠送
意外伤害保障，保额总计24.34亿
元，刷新郑州近年来针对环卫工人

保险捐赠的历史记录。该活动是
自2016年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成立以来实施的首个大型项目，
今年该活动将走进全国20个大中
城市，覆盖20万余名环卫工人，总
捐赠保额将达到200亿元。F（记
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雪 ）

9月30日，随着第一张手
机SIM盾完成换卡，浦发银行
郑州分行成功在南阳地区推出
手机SIM盾业务，同时南阳分
行成为辖内首家开展此项业务

的二级分行，开启了浦发银行
与当地移动公司的合作新起
点。客户持南阳移动手机号可
到各浦发银行网点免费换卡。
一方面手机SIM盾的安全等

级更可靠，另一方面，由于手机
SIM卡和手机的一体性，用户
使用也更加便捷。F（记者 徐
曼丽 通讯员 岳亚珑）

10月11日，“利安人寿·幸福
书屋”在南阳南召县皇路店镇杨寨
小学落成，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
热烈欢迎。这是利安人寿河南分
公司2017年继“远离贫困”扶贫助
学公益活动、扶贫公益跑活动、孝

敬母亲志愿公益活动之后，举行的
“秋季助学”主题公益系列活动之
一。利安人寿将与杨寨小学保持
长期互动，教会孩子们正确的阅读
知识和学习方法，养成阅读习惯。
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磊）

9月份以来，太平人寿陆续开
展“让爱无缺口——少儿天赋基因
检测活动”，帮助父母全面发现并
进一步开发孩子潜在天赋。基因
检测是未来精准医学的发展方向，
通过基因检测，可以准确地告诉我

们一个人的天赋所在，为孩子定制
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充分发挥儿童
的优势天赋。该公司已举办8场活
动，服务客户600多人，赢得了客
户们的一致好评。F（记者 席韶
阳 实习生 刘迪 通讯员 赵康平）

日前，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太平人寿与第三方体检医疗机构
美年大健康合作，推出高端客户回
馈日活动。活动以服务老客户为
主题，邀约高端客户参加活动、介
绍优质服务项目；公司还结合市场

需求，介绍VIP客户可以享有的各
项增值服务，如梧桐人家社区项
目、生日关怀等，让客户感受到太
平人寿的特色服务。充分的沟通
赢得了老客户们一致称赞。F（记
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康平）

9月底，客户J先生带着一面
锦旗来到泰康人寿河南焦作中心
支公司。2016年5月，J先生为女
儿购买一份“泰康健康百分百B款
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年缴保费
3400元，保额30万元。今年7月，
刚满两岁的女儿不幸被确诊为重

症手足口病并发肺感染，J先生随
即向泰康人寿报案。泰康人寿理
赔人员协助其收集理赔资料，第一
时间上报泰康人寿总公司，J先生
快速获赔重大疾病保险金 30万
元。F（记者 席韶阳 实习生 刘
迪 通讯员 王若谷）

工行河南省分行正式发行
工银金豆豆车主卡，该卡在消
费结算、转账汇款、存取现金等
服务的基础上为持卡人提供专
属加油优惠服务、车辆保险服

务、车辆违章查缴服务、通讯优
惠等多项增值服务。河南省内
中石油加油站点，办理中石油
金豆豆加油卡，加油直降0.15
元/升，无优惠上限，可与中石

油站点内加油优惠叠加使用。
车辆保险：小金豆平台携手正
规保险平台，支持线上出单，保
单邮寄到家。F（记者 王乙
乔 通讯员 魏利华）

日前，兴业银行总行设立
普惠金融事业部，标志着该行
普惠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兴
业银行表示，将进一步“沉下
心、沉下身、沉下力”，聚焦小微

企业、“三农”、创业创新群体、
养老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创
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持续完善
与普惠金融相适应的管理机
制、业务模式、产品服务和技术

支撑体系。同时开展具有兴业
特色的普惠金融业务，实现社
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最佳结
合。F（记者 席韶阳 实习生
刘迪 通讯员 姚育才）

9月28日，一客户急忙来
到交行工人南路支行营业大
厅，说自己的智慧网盾无法转
账。在和客户经过进一步沟通
后，柜员意识到客户很可能是

上当受骗了。该起诈骗是通过
微信进行，用假造的微信截图
渲染该投资的可靠性，伪造的
公司名称，抬高投资起点以后
再以所谓的私人关系降低投资

起点，逐步洗脑客户从而进行
诈骗。要正确看待投资理财，
选择正确投资渠道，谨防上当
受骗。F（记者 席韶阳 实习
生 刘迪 通讯员 全权）

记者：银监会组织的“金融知
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已开展
多年，今年的活动重点是什么？

徐春柯：今年宣传活动的重点
是“正确使用金融服务，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以“公益性、普及性、统
一性、服务性、持续性”为根本原
则，紧紧围绕消费者当前最为关注
的银行产品和服务，针对近期银行
理财业务纠纷、违法违规“校园贷”
及“培训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
发频发等现象，面向公众开展宣
传。

我们通过真实案例分析、金融
知识讲解，让消费者学会辨别正规
金融产品服务；传播信贷知识，远
离违法违规借贷侵害；运用科技手
段维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

此外，在已经设立第三方银行
业纠纷调解机构的地区，工行还将
加强对第三方纠纷调解机制的宣
传，以提升社会公众对第三方调解
机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记者：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组织这项活动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徐春柯：根据省银监局的通知
和工行总行的要求，结合我行实
际，我们从9月1日起在全辖区内
启动“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
月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该活动，积极履
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充分
展示我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良好形象。同时不断强化消
费者金融风险意识,持续提高消费
者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让老百姓
能够进行安全、高效的投资理财。

记者：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近年来在“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
服务月活动中都做得非常出色，能
简单介绍一下吗？

徐春柯：不敢说做得非常出
色，工行一直致力于普及金融知
识，履行国有大行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在网点宣传、社区宣
传、商圈宣传、校园宣传等传统宣
传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利用报
刊、广播、电视、网站、户外广告、短
信、微信、微博等传统媒体和网络
新媒体，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金融知
识，营造网点有资料、手机有信息、
身边有活动、网络有简讯、报纸有
报道的立体化宣传氛围，扩大了宣
传普及工作覆盖面，构建了多元化
的金融知识传播途径。

记者：活动开展至今，都有哪
些亮点值得总结？

徐春柯：我们结合本行实际和
消费者需要，针对社会关注的违法
违规“校园贷”“培训贷”、理财业务
纠纷、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问题，
通过微博、微信、融 e联、门户网
站、营业网点、自助设备、传统媒体
等多种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支行积

极探索出不少宣教新模式，比如，
通过举办金融知识讲堂、有奖知识
问答、体验式教育等方式开展宣
教，或者与当地监管部门、政府机
构、学校及媒体等开展联合宣教。

例如，有的支行组织员工走进
高校，开展大学生金融创意大赛，
指导学生下载并注册工银e校园
APP，让学生体验“工行最懂你”活
动，同时也从风险掌控和个人征信
方面加强宣传和教育。有的支行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开发区域经
济，以辖区市场为重点，举办业务
推广活动，既向广大客户宣传了金
融知识，又推动了业务的发展。

记者：活动成效如何？
徐春柯：应该说成效还是非常

显著的。辖区内各支行在接到通
知后都立刻行动，组织各营业网点
和流动宣传队伍，采取进学校、企
业、社区、商区等,以个人贷款、信
用卡、银行理财、电子银行、自助设
备、代销业务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金融知识为主题，通过公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让大众更
好地了解金融文化、使用金融产
品。

通过实施“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活动，不仅展示了工行
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所做出的努力，
同时也检验着我们在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大
对金融消费者的服务力度，真正成
为消费者可信赖的银行。

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专访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徐春柯

核心提示 随着实体经济多样化的发展，资本市场的
环境愈加复杂多变，老百姓在面对更多理财机会的同时，
也面临着更大的金融风险。非法集资、网络陷阱、微信骗
局各种金融诈骗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老百姓如何才
能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让非法之徒有机可乘？

今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在银监会
和上级行的统一部署下，积极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进万
家”宣传服务月活动，以推动全社会公众金融安全意识，
提升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安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与信心，构建和谐金融关系，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

目前这项活动正在持续推进，就“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活动的相关情况，记者采访了中国工商银行
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徐春柯。

光大银行于2016年 5月
正式推出资产管理综合行政服
务，目前该业务总规模近3000
亿元，同比增长270%；实现基
金外包手续费收入 3000 万

元。该行资管行政在业务规
模、实现收入、增长速度等各项
指标均稳居银行同业首位。资
产管理综合行政业务的快速发
展是光大银行致力于打造泛资

管、大托管金融综合服务整体
解决方案一站式供应商的重要
环节，是传统托管业务在资产
管理行业快速发展新形势下的
重大创新。F（记者 徐曼丽 ）

近日，招行悉尼分行开业
典礼隆重举行。招行是第一家
获准在澳大利亚设立分行的中
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首家
在澳大利亚未经过代表处阶段

而直接进行分行申设的中资银
行。悉尼分行是继香港分行、
纽约分行、新加坡分行、卢森堡
分行和伦敦分行后，招行在海
外设立的第6个分行。使得招

行的国际化布局进一步完善，
形成了横跨亚、欧、美、大洋四
大洲的全球服务网络。F（记
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段家良）

新华保险为郑州环卫工人送保险24.34亿元

两岁女童患重症手足口病 泰康人寿快赔30万

太平人寿推出高端客户回馈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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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金豆豆车主卡震撼来袭 加油直降0.15元/升

交行郑州工人南路支行成功堵截微信诈骗

兴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综合行政业务同比增长270%

招行悉尼分行开业 为中资股份行澳洲首例

浦发银行“手机SIM盾”业务落地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