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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各个报业旅游联盟会员活动中

心已经缴纳过
818

元! 报名参加 "

818

元游河

南#的会员注意了!

4

月
//

日开始!请到"河南

省惠民旅游$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认证%

"

818

元游河南$ 河南省报业旅游联盟会员

活动中心自成立以来!由于极高的性价比获得

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市民纷纷报名!各市
.666

个名额迅速报满%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也为了

活动的规范化管理!避免各种混乱情况的出现!

河南省惠民旅游官方要求所有已经缴纳过
818

元的会员!必须登录官方平台进行认证!只有认

证完成的游客!才有资格参加河南省惠民旅游

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且!在后期惠民旅游组织的

各项活动中!参与活动的免门票景区也将对会

员资格进行再次确认%

有智能手机的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登录

进行认证&自己无法操作的!可以请你报名的

会员活动中心的服务人员代为认证!但无论通

过哪种方式!都需要认证%

我们已经为你协调好了免门票游览全省

76

多个
79

'

:9

景区!现在!只需要你进行认证

即可% 敬请会员配合我们的工作% 如果没有登

录官方平台进行认证! 你的出行将受到影响!

由此带来的后果!请自行承担%

在你输入信息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几

种情况(

!

!

"找不到你的资料

解决办法(请电话联系你报名的会员活动

中心! 或者到你报名的会员活动中心核对!可

能是因为资料错误!系统输入不了%

!

"

"进入不了认证系统

解决办法( 可能是你的电话登记有误!会

员活动中心联系不到你无法核对!请联系你报

名的会员活动中心%

!

#

"系统里你的信息有误

解决办法(请你自己核对修改自己的信息

并认证!或者联系你报名的会员活动中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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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购卡用户不需要认证

04

元购卡用户!在购买或者激活时!系统

已经自动记录你的资料!不需要认证%

暑期的最后疯狂!游山玩水!峡谷冲浪%

尧山大峡谷漂流等五景区免门票

暑期即将结束!本周惠民卡联合尧山大峡

谷漂流等五大景区!倾情为会员开启免门票游

玩活动!带你抓住暑期的尾巴!游山玩水!峡谷

冲浪!来次清爽乐翻天的最后疯狂%

4

月
/;

日
</4

日免门票的景区是尧山大

峡谷漂流'济源小沟背景区%

4

月
/;

日
<5.

日!

为济源'焦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的惠民卡

会员争取到的是山西王莽岭景区!以及还可以

继续预约的焦作青龙峡和栾川东北虎园景区%

来吧!这里有刺激的漂流!有疯狂的水战!

是你释放激情和压力的好地方%尧山大峡谷漂

流直通车吹响集结号!漂流免门票!让你体验

一路尖叫'一路欢笑的疯狂%

尧山大峡谷漂流是我省热门' 名气大'体

验度和游客美誉度都很好的漂流之一!全程长

8

公里!河道落差
.76

米!河水清澈!水流量大!

河道时宽时窄!最宽处达
47

米!最窄处只有
7

米!既有急流险滩!又有平湖深潭!是漂流的极

品河段% 漂流河道曲折蜿蜒'落差明显!时而跌

宕起伏!时而平坦轻缓!让男士一路欢笑!女士

一路尖叫!真正做到有惊无险% 两岸风光旖旎'

群山逶迤'奇石遍布!让你在浪遏飞舟的同时!

也能完全纵情于山水间%

王屋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精华所在)))国

家
:9

景区小沟背风景区! 自然景观奇特!文

化内涵丰富!著名景观有
06

多处%在王屋山由

海变山的过程中!小沟背形成了罕见的火山熔

岩上覆盖海相沉积岩的地质奇观!满沟的五色

石千姿百态!点缀其间!大的如楼宇!小的似鸟

卵!被形象地称为"彩石谷$% 清澈的溪流在墨

绿色的火山基岩上奔腾跳跃!巨石相间!潭瀑

相连!新修的悬空栈道因山就势!造型别致的

各种小桥朴实典雅!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另外!位于山西晋城的王莽岭景区!在
4

月
/;

日
<5.

日期间也对我省济源' 焦作'新

乡'鹤壁'安阳'濮阳六地市惠民卡会员免门

票% 免门票触摸太行山灵魂!到王莽岭去"赶

海$)))海即为云海!云之上赏云海'观日出!

气势磅礴若仙境&云之下探访原始秘境!真正

触摸太行山之灵魂%王莽岭之行将成为惠民卡

会员旅游生活中的又一个精彩亮点%还没有去

峰林奇观)))焦作青龙峡景区和栾川伏牛山

东北虎园景区的游客也要抓紧了%

再不疯狂!今年的漂流可就结束了!暑期

也将过去了!再等!可就是下一年了!你还在犹

豫什么* 选择自驾前往的会员!请尽快登录惠

民卡的官方平台进行预约!会员也可以到各地

惠民卡活动中心报名参与直通车活动%

周口惠民卡中心为配合河南省惠民卡中

心在
4

月
/;

日推出的尧山大峡谷漂流直通车

一日游!会员仅收
86

元
=

人!详情请到新闻旅

行社咨询%

直通车热线#

&'"!('& !#'"'))'!'%

!#&#&%#(%)&

报名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与滨河路交叉

口向西
!*

米路南新闻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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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数据 ! 工商银行以

.1.7

亿张信用卡成功问鼎全球最大信用卡

发卡行!启卡率和动户率都突破
00G

!跃居

国际领先水准!年消费额
/H4

万亿元!贷款

余额超过
:566

亿元!领跑市场同业!初步

实现了+建设全球第一大发卡银行!打造中

国第一信用卡品牌$的宏伟目标!工银信用

卡的综合实力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服务实

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自
.84;

年工商银行在广州发行第一

张红棉卡以来!工银信用卡历经
56

年的创

新发展!实现了从零到亿'从崭露头角到家

喻户晓'从屹立东方到跨越全球的历史性

转变%

/6.:

年!工银信用卡在全国率先破

亿!荣获国家工信部授予的"中国第一信用

卡品牌$! 开创了中国信用卡产业的新纪

元%

/6.0

年!工商银行又成为全球最大信

用卡发卡银行%

工商银行作为全球首家与六大国际卡

组织建立合作的全品牌发卡银行! 率先构

建全等级' 全币种' 全介质的信用卡产品

线!创造了诸多行业之最%工商银行主动拥

抱互联网金融新技术!不断求新求变!推出

工银"

@

支付$!推动信用卡从"线下$走向

"线上$'从"有形$步入"无形$'从"有界$迈

向"跨界$% 在业内首推的工银
IJ!

云闪

付信用卡'

9KK&@ >$?

和三星
>$?

!成就互联

网时代的创新典范! 客户只需一部手机就

能完成信用卡申请'领卡'支付的全过程!

使支付行为真正突破时间'空间'行业的界

限!融入丰富的消费场景中!目前手机信用

卡发卡量已突破
..6

万张%

工商银行将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不断拓宽服务渠道'延伸服务场景!逐步将

信用卡服务由网点'电话'网络服务
/16

时

代升级到移动终端时刻在线' 频繁交互的

516

时代!推动工商银行由"客户要去的一

个地方$ 转变为 "随时随处可得的一种服

务$% !简庐"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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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本报讯
4

月
//

日! 一辆带着
7666

多

册儿童读物的流动图书车! 从北京来到郸

城县秋渠乡希望小学% 该校
566

多名留守

儿童有的上车读书!有的签字借阅!都特别

高兴!如图"%

"上车看书啦, $该校留守儿童分批登

上流动图书车!有的看故事书!有的翻阅漫

画! 还有不少孩子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儿童

读物!挑花了眼!不知该看什么书%

+红色区的是励志故事!黄色区的是科

学故事!青色区的是漫画书!蓝色区的是综

合儿童读物!大家想看什么书!可以到这些

区域挑选%$流动图书车上的公益借阅员李

国成说!+车上有
7666

多本书!我们会在这

里停留一周时间!大家可以尽情地看%如果

想把喜欢的书借走! 你就要在这里写上自

己的姓名和所在班级!我们免费借阅% $

据了解! 为丰富贫困地区学生的业余

文化生活! 通力百年基金会专门配备了流

动图书车!截至目前!流动图书车已走过全

国
.6

多个省市的
06

多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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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郸城县各所高中

开学$入校新生开始军训% 图为郸

城县三高军训现场%

晚报记者 徐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