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为持续做好警银合作，日前，
中原银行周口中心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工

会开展活动， 协同干警家属向坚守一线
岗位优秀干警慰问。

市公安局与该行以智慧食堂业务

为契机开展合作，成为该行优质代发单
位。 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该行联合
市公安局工会积极筹划，提前对接做好

获得五四青年表彰的优秀干警代表基

本情况及家属子女沟通， 策划活动细
节，为优秀干警代表送去专属惊喜。 同
时，由专业摄影师为现场家庭拍摄全家
福照片，定格美好瞬间。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将持续践行“贴
心、专业、合作、共赢”服务理念，建设美
好金融，服务美好社会，为“百年中原”
持续贡献积极力量。

������一、 产品简介： “乐分易” 是中国
农业银行采集内外部数据， 对有日常大
额消费信贷需求的客户授予的一般分期

额度， 客户成功办理后， 可使用分期资
金在指定类型商户消费的分期付款产

品。 日常大额消费， 是指符合信用卡透
支消费规则 ， 用于购买大额耐用消费
品、 婚庆、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健康
等用途的消费。

二、 产品特点： 1. “乐分易” 额度的
使用方式为不可循环使用， 额度最高为
30万元； 2. “乐分易” 的分期期限最长不
超过 5年 （60期）， 具体分期期数、 对应
的分期手续费率、 手续费收取方式等产品

信息请咨询营业网点或者农行信用卡客服

电话： 4006695599； 3.该产品仅限用于日
常大额消费， 包括购买大额耐用消费品、
婚庆、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健康等。

三、 申办条件： 1.申办客户须是农
行白名单客户； 2.年龄 18 周岁至 60 周
岁，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
3 .信用记录良好， 相关风险评级、 评分
符合农行系统设定的准入要求； 4.有合
法、 充足、 稳定的收入或资产， 具备偿
还意愿和偿还能力； 5 .在境内有固定住
所、 稳定工作单位、 稳定经营场所； 6.
符合农行反洗钱和制裁合规管理相关规

定。

农行“乐分易”焕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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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中国

体育彩票的支持与厚爱，省体彩中心 6
月 10 日至 7 月 15 日推出 “焕新国宝
激情一夏”体彩顶呱刮新票促销活动。

周口体彩分中心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 体彩顶呱刮焕新上市票种 “国宝”
（华南虎、白■豚、麋鹿三种票面）参与
活动，携万份“豪礼”重磅来袭。 活动期
间，购彩者在省内任一体彩销售实体店
购买 20 元面值焕新上市新票“国宝”单
张彩票中得 100 元奖级，经实体店终端
兑奖设备成功完成奖金兑付及促销兑

奖扫描后，另可获赠一份 400 元即开票
奖品。 一张中奖彩票只能参加一次活

动。奖品共计 16500 份，送完为止；若活
动到期， 无论奖品是否剩余则活动结
束。

本次体彩顶呱刮促销活动有单包

返奖高，奖品丰富且价值较高等优势卖
点，深广大购彩者喜爱，目前销售形势
非常喜人。

体彩顶呱刮新票促销活动火爆展开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持续深化警银合作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刘亚琴

本报讯 近日，天安人寿周口中支认
真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保险机
构防范非法集资主体责任，开展 “守住
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月活动。

天安人寿周口中支通过张贴活动

海报、摆放宣传单页、播放电子标语等

方式， 在营业大厅内进行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远离
非法集资。 同时，利用内勤会、营销员早
夕会，对内外勤开展非法集资专题培训；
员工积极使用微信朋友圈、 工作群转发
公司官网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天安人寿周口中支负责人介绍，公
司将继续推动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常

态化和规范化，共同守护幸福生活。

天安人寿周口中支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日前，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
用两天时间，将意外身故保险金 100 万
元如约快速给付被保险人账户，让爱换
一种方式延续。

F 先生，52 岁， 商水县人，2015 年
投保“百万任我行”，保额 10 万元。2022
年 4 月的一天，F 先生乘同事的车回家
途中发生车祸，导致被保人 F 先生当场
死亡。当其爱人接到 F 先生去世的消息

时，如同天塌了一般。
接到报案后公司迅速响应。保单服

务人员孙经理一边安抚客户情绪，一边
帮助客户搜集理赔材料。公司第一时间
前置调查， 调查人员多次走访交警队、
医院，核实事情经过，完善相关材料。客
户 6 月 11 日正式提交资料立案 ，6 月
13 日公司完成审核，仅用两天时间，意
外身故保险金 100 万元如约快速正常
给付。

平安“百万任我行” 让爱换种方式延续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高翔 程飞帆

本报讯 近日， 周口农行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稳住经济大盘、 保市场
主体的各项决策部署，全方位、大力度
助力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开展行长进万企活动， 精准对接
客户需求。 该行成立工作专班，明确目
标任务，从严从实细化方案，建立有效
的推进落实机制。

深入开展 “两问四送 ”走访活动 ，
市、县两级行负责人对照企业清单，深
入企业开展调研活动， 认真做好需求

对接， 确保政策措施真正惠及广大企
业和商户。

坚持每周深入辖内企业调研至少

一次，深入摸排企业资金情况，充分了
解客户金融需求，精准制定服务方案，
推荐合适金融产品， 缓解企业融资难
问题。

落实银保监会等六部委有关要

求， 确保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明显
扩大，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此外，
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能力。

农行周口分行

惠企出实招 纾困见实效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黄世海

本报讯 近年来， 周口银保监分局
始终坚守“党建为魂、监管为民”理念，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多措并举致力于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
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深化依法为民监

管。
该局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扛牢

第一责任，组织制定“三重一大”事项规
定，夯实党建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

该局始终紧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放

松，筑牢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加强对内

网网站、干部职工“三微一端”等管理，
做好舆情监测。

该局认真抓实以“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谈心谈话、讲党课等制度执行，
强化党建工作考核，充分运用党建评价
成果。

该局运用“党建+”，把党建工作与
监管工作结合起来，协调推进。 筑牢常
态化疫情防控机制， 强化办公场所、干
部职工疫情防护。 围绕“三个一批”、对
标“三标、六增”，助力优化信贷营商环
境，保障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支持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周口银保监分局党建引领深化为民监管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周口银保监分

局文件精神， 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
育工作力度， 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
识和能力，日前，国华人寿周口中支结合
当前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工作， 加强宣传
引导， 增强广大老年群体的法治意识和
识骗防骗能力。

为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公司在营
业场所张贴海报，摆放展架，LED 屏幕全
天滚动播放宣传口号。 另外通过微信朋
友圈、国华小喇叭等开展形式多样、面向
基层的宣传教育活动， 扩大防范非法集
资的宣传面和影响力， 引导群众自觉远
离非法集资。

未来， 公司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宣
传活动，营造和谐稳定良好的金融生态。

国华人寿周口中支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形式多样

������近年来，一些非法组织或个人打着
为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旗号 ，推出 “修复
征信 ”的代理服务 ，诱骗消费者 ，名为
“修复征信”，实则牟取非法利益 ，严重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正
常秩序。

广大消费者应警惕非法 “修复征
信”陷阱，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一是选择
适当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消费者应根据
实际需求，结合自身经济情况和风险承
受能力， 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避免“信用卡逾期”“消费贷逾期”等给

个人征信带来影响。 二是拒绝非法“修
复征信”行为。 不法组织或不法分子谎
称征信机构，自称可以 “修复征信 ”，不
仅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甚至涉嫌寻衅滋
事和敲诈勒索 ， 消费者应珍惜个人信
用，警惕参与非法 “修复征信 ”，避免可
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三是防止个人信息
外泄 。 消费者应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
识， 保护好个人金融信息和家庭信息，
避免出现信息外泄、 信息盗用等风险，
给自身信息安全埋下隐患。

（新华）

警惕“修复征信”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