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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责任担当 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建行洛阳分行持续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教育宣传活动

为深入推动金融消
费者宣传教育，积极履行
保护消费者权益责任，建
行洛阳分行以“3·15消费
者权益日”为契机，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消保宣
传活动，提升金融消费者
的金融知识素养。

坚守阵地，筑牢反诈防线

“你好，姑娘，我给孩
子汇款。”

“不是，是给我外孙子
的朋友汇款。”

1月 14日上午，刘老
先生在其老伴的陪同下一
起到建行洛阳英才路支行
办理汇款业务，建行大堂
经理小杨询问其汇款用途
时，两个老人的回答引起
他的警觉。老人刚开始说
是给儿子汇款买房子，一
会又说是给外孙的朋友汇
款，老人的话语含糊其辞，
且他们不认识对方。

小杨怀疑老人遇到了
诈骗分子，一边详细了解
老人汇款原因，劝老人暂

时先不要汇款，一边及时
拨打110报警并与洛阳市反
诈中心工作人员联系。最终
帮助老人认清骗局，守护了
老人的资金安全。

为了帮助老年人认清
电信诈骗，切实维护老年
客户的财产和合法权益，
开通绿色服务通道，“手把
手”协助老年客户填写单
据以及使用智能设备；同
时持续加强在电信诈骗、
养老骗局、非法集资案例
的宣教，强化老年客户群
体金融消费安全意识。

以网点为阵地，营造
宣传氛围。建行各支行在
门头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

放“共促消费公平，共享数
字金融”口号，及“提升金
融消费者的风险管理能力
和责任承担意识”、“畅通
维权渠道，保护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建设银行
全 国 统 一 客 服 电 话
95533”等内容，统一制作
了宣传折页10000份和宣
传海报300份，摆放在营
业大厅、公众教育区和劳
动者港湾等位置，利用客
户办理业务等待时间，开
展消保知识微课堂，面对
面宣传教育，与客户互动
讲解金融知识及防诈骗注
意要点，不断提高客户对
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

借力活动 进行心贴心服务

“近期，诈骗分子手段
花样翻新，大家收到我上面
说的手机短信的链接千万
不要打开……”

在洛阳分行私人银行
中心的理财沙龙上，资深理
财师张丛芬特别提醒客户
注意诈骗分子最新的诈骗

“招数”。
建行洛阳分行以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为
契机，认真落实省分行及监
管部门各类宣教活动。开
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
教，我们在行动”、“小小银
行家放飞大梦想”等活动，
组织“DOU来守护钱袋子”
抖音挑战赛，在全行征集原
创短视频17个，通过微信
公众号和抖音推广宣传，将

“以人民为中心，增强金融
消费者获得感”的发展思路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为金融
消费者创造更和谐的金融
环境。

开展“全民造福季、消
保常相伴”消保知识线上宣
传活动。通过“消保知识大
考验”、“眼力大挑战”、“拼
图大作战”三个栏目宣传金
融知识，同时还有消保智慧
课堂专栏，开设有老年消保

课堂、高校金融宣教、金彩
小课堂等消保专题，通过微
电影形式开展各主题宣传
活动。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集中宣传月活
动。通过大厅宣传、社区宣
传及开展退休人员反诈骗
知识讲座等形式，对“断卡”
行动、诈骗案例等反电诈宣
传知识进行宣传，发放宣传
折页，解答群众疑问，提升
客户对常见诈骗手段的防
范意识。

开展进广场、进社区、
进校园活动，现场发放消费
者八项权利、反洗钱、个人
金融信息、防范非法集资、
个 人 征 信 等 宣 传 折 页
20000余份，并现场解答客
户业务疑问，通过以案说
法，提升客户风险防范意
识。同时现场邀请客户参
加“虎虎生威迎新春、消保
伴您快乐行”线上扫码有奖
答题活动，引导消费者正确
使用金融服务，促进提升消
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全力
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消费
环境，提升消费者对金融知
识了解度，提升对风险的防
范能力。

提振消费信心 金融消保来护航

建行洛阳分行积极
开展“3·15”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责
任，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消保宣传活动，构建线上
线下全方位一体化宣教
体系，提升金融消费者的
金融知识素养，与全社会
共同营造健康和谐、公平
公正的消费环境。

建行洛阳分行将“提
振消费信心金融消保来护
航”的发展思路落实到实
际工作中，为金融消费者
创造更和谐的金融环境。

多层次开展宣传，深入消费群体面对面交流

1.以网点为阵地，营造
宣传氛围

建行洛阳分行统一制
作了宣传折页18000份和
宣传海报180份，摆放在
营业大厅、公众教育区和
劳动者港湾等位置，以此
区域为依托开展现场宣传
活动，向客户发放宣传折
页，通过以案说险与客户
互动讲解金融知识及防诈
骗注意要点。

2.开展消保教育进校
园活动

近年来，类似“刷单”、
“校园贷”“网恋杀猪盘”等
诈骗活动屡禁不止，诈骗

分子无孔不入，群魔乱舞，
把目标对准涉世未深的大
中专学生，大学生成为金
融诈骗的重灾区。如何帮
助在校师生识破骗子伎
俩，避免造成损失是全社
会共同的责任。

3.走进广场社区
建设银行走进广场社

区，为广大客户开展金融
课堂，通过发放宣传折页、
互动讲解等方式，讲解存
款保险制度、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
内容，用实例讲解新型骗
局，提醒消费者提高防范
意识。

开展消保知识线上宣传活动

通过“福小兔送福利”
“消保知识大考验”等栏目
进行趣味答题及游戏宣传
金融知识，同时还开设专
题消保智慧课堂，通过微
电影形式开展不同主题线

上宣传活动。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

龙卡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
号，讲解防骗常识、诈骗案
例，提高广大客户的防范
意识。

关注老年群体

为了帮助老年人认清
电信诈骗，建行洛阳分行通
过多种服务形式，多措并举
切实维护老年客户的财产
和合法权益。

开通绿色服务通道，

“手把手”指导老年客户填
写单据及学习使用智能设
备，持续加强电信诈骗、养
老骗局、非法集资案例的宣
教，强化老年客户群体的金
融消费安全意识。

做好网民安全教育，防范资金盗刷风险

消费者遭遇银行卡盗刷
风险，主要原因是个人金融
信息泄露，比如卡号、密码、
手机号被他人获取和非法使
用。

消费者防范银行卡盗刷
风险，应记住并做到以下4
条：

（1）不要把银行卡与身
份证放在一起。

（2）刷卡时，银行卡不要
离开视线，防止被复制。

（3）保护银行卡信息。
不要随意放置您的银行卡，
妥善保管银行卡签购单、对
账单等单据以及复印件，或
及时处理、销毁。

（4）不要随意透露账户
交易验证码，验证码是银行
账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有
人要你提供涉及交易的验证
码，你要清楚：“输入验证码
或者告诉别人验证码，就等
于往外付钱。”

危险场景，严密守住您的“隐私”

（1）出站车票不要丢
随意丢弃火车票可能造

成个人信息泄露，一旦流入
社会将给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票贩子可能将火车票上
的信息，冒名电话购买电话
卡、信用卡，引起电信诈骗。

（2）不明链接勿点击
安全提醒：点击陌生链

接很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
点击链接后手机或电脑就会
中病毒，导致点击链接的人
受到经济损失。

（3）扫码拿好礼
安全提醒：诈骗分子以

扫二维码进群免费赠送小玩
偶、鸡蛋、大米等礼品吸引群
众进群，当完全取得信任后，

实施“精准诈骗”。
（4）快递盒子
安全提醒：收到包裹后，

一定要清除外包装的所有个
人信息，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快
递单，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

3·15系列宣传周活动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提
高了各类客户的金融消费安
全意识和识诈反诈的能力，
助力构建安全的消费环境。
下一步，建行洛阳分行将持
续有序推进3·15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并开展常态化消
费者宣教活动，促进提升消
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
防范能力，全力构建和谐稳
定的金融消费环境。

3

2

1 4

5

□赵彩艺 文图

□赵彩艺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