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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就买

体彩大乐透
1月9日，亚洲U23锦标赛在江苏拉开

帷 幕 。 亚 足 联 U23 锦 标 赛（AFCU- 23
champion）又称U23亚洲杯，是亚足联举办
的 23岁以下男子足球锦标赛，也是亚足联
系列比赛中仅次于亚洲杯的高水平国家队
赛事。该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

夏季奥运年，亚洲U23锦标赛同时也是奥
运会亚洲区预选赛。本届亚洲U23锦标赛的4
座举办城市位于江苏南部，来参赛的亚洲各国
朋友将领略到独特的中国南方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举办本届亚洲U23锦标赛的四座球
场分别是：容纳38000人的常州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25000人的昆山体育中心、31000人的江
阴体育中心以及35000人的常熟体育中心。

本届亚洲 U23 锦标赛一共有 16 支球
队参加，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作

为亚洲的传统劲旅，是购彩者心中的夺冠
大热门，其中尤以澳大利亚和韩国最具冠
军相。澳大利亚U23的大名单当中有多人
在海外联赛效力，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是
本届比赛的夺冠大热门；韩国在两年前的
U23亚洲杯中成功杀入决赛，但是球队在
两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队完成大逆转，
痛失冠军。由于近年来加大了对青训的投
入力度，韩国队有着长足的进步。

中国是 2018年该赛事的东道主，直接
获得参加决赛阶段的资格。本次以东道主
的身份参赛，国足已拿到了首个积分。1月
12日和15日，中国还将在奥体中心先后对
阵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此番角逐U23
锦标赛，中国队由国足助教马达洛尼挂
帅。预祝中国队取得好成绩！（体彩）

亚洲U23锦标赛投注指南

本报讯 市民李先生近期急需用钱，
但因其银行信用卡曾发生多次逾期，所以
当他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时均遭到了拒
绝。后来他经朋友介绍，在某网贷平台申
请到了贷款。今后，这一情况或将得到
改变。记者近日获悉，中国人民银行于1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筹）（下称信联）相关情况的公示”，今后
个人在网贷平台、小贷公司等民间机构
的信用情况也将纳入个人征信领域，个
人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不良记录或将无
处遁形。

我市金融行业有关人士分析称，“信
联”弥补了此前央行征信检测不到的互联
网金融领域，将互金领域正式纳入征信范
围内。今后，征信不仅有监控个人在银行
等传统金融机构信用情况的央行征信，又
有监控个人在网贷平台、小贷公司等民间
机构信用情况的信联征信，真正实现全面
征信。

网络借贷也将有征信平台
“信联”，即百行征信，该平台计划将

此前央行征信中心未能覆盖到的个人客
户金融信用数据纳入，从而构建国家级基

础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
2015年1月，央行曾下发《关于做好个

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拟建立个
人信用信息平台，将互联网金融纳入个人
征信领域。原计划是给予8家市场征信机
构半年时间准备，向其下发首批个人征信
牌照，试点开展个人征信业务。但由于准
备期里8家征信机构均未达到要求，加之
考虑到单一股东背景的征信机构可能对
消费者权益有不利影响，个人征信牌照一
直未下发。

而此次央行发布的公示显示，中国人
民银行受理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个人
业务申请，根据《征信管理条例》《征信机
构管理办法》等规定，将公司情况予以公
示。这标志着拖了两年之久的“信联”终
于落地。

从央行的公示来看，阿里巴巴旗下的
芝麻信用、腾讯征信、考拉征信、前海征信
等多家互联网征信平台的数据有望打
通。从服务对象上看，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网络小贷公司、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和消费金融公司等互联
网金融从业机构以及商业银行等传统金
融机构。

“信联”将全面覆盖互联网金融和小
微金融的个人征信。对于网贷平台来说，
能够大大降低平台审核借款人资质的成
本，同时也在制度层面强化了互联网金融
行业的风控，个人若在互金领域出现失信
现象，可能同步在个人征信之中，成为个
人今后贷款、办理信用卡的信用依据，有
效打击多头借贷、恶意逾期、诈骗借贷等
行为。

对央行传统征信体系是很
好的补充

当前，银行卡领域和线上支付清算已
分别有银联和网联两大组织，征信领域虽
有央行征信中心这一官方机构，但个人征
信体系的覆盖面并不完善。业内人士分
析，在“信联”成立前，我国征信许可权大
都存在于央行旗下的征信中心，信息来自
于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数据比较
单一。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个人
征信几乎为空白。“信联”的成立，就是把
央行征信中心未能覆盖到的个人客户金
融信用数据纳入，实现行业的信息共享，
个人征信或将被全方位覆盖。

也就是说，央行征信中心是面向银行

等传统持牌金融机构，“信联”主要针对
传统金融机构体系外的类金融机构。相
对于央行征信，“信联”更多的是起到补
充作用。

举例来说，“信联”成立前，你在 A 银
行贷款有过违约，再向 B 银行申请贷款，
会被拒绝，因为你在A银行的信用信息已
纳入央行征信中心，这一不良记录可以被
B银行查到，但如果你向某网贷平台借款，
依然可以借到，因为央行传统征信系统没
有覆盖这部分机构。而“信联”成立后，你
将面临无处可贷的局面。

有关人士提醒，随着“信联”的成立，
未来网贷平台的数据将会直接或间接共
享到这个机构，在互联网金融平台贷款的
不良记录也会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平台，并
且全网公开，作为对央行传统征信体系的
补充。

如果个人在网贷平台上出现逾期情
况，不良信用记录和违约记录会被计入百
行征信的黑名单，之后可能还会同步到央
行征信。一旦成为失信人，个人就再也不
可能在任何平台或银行贷到款。所以保
持个人良好信用，将成为立足社会的重要
基础。 （刘稳）

央行受理百行征信业务申请

互联网金融纳入征信范围

本报讯 这几天，不少人的微信朋友
圈都转发了一个温暖的小故事：一位年
轻小伙冒着严寒护送八旬老人回家。经
过调阅监控、多方回访核实，这是一次平
顶山银行光明路支行员工及社会爱心人
士共同参与的爱心行动。

1 月 10 日，记者在平顶山银行光明
路支行通过监控视频看到，1月2日13时
20分，一位老太太在该行门前艰难地上
台阶，保安立即走出来搀扶老人。几分
钟后，老人离开下台阶时不慎摔倒，该行
保安、业务主管、大堂经理、理财经理等
员工前来帮忙。

据介绍，保安名叫马国成。他回
忆道，他搀扶老人上台阶后问老人是
否要办业务，老人说不是。不一会儿，
老人准备离开，但在下台阶时摔倒在
地，他立即上前扶起老人，发现老人鼻
子流血。他回到银行说明情况后，该

行业务主管顾娟、综合柜员杜艺洋、大
堂经理王豪渊等人陆续赶来，帮老人
擦拭血迹，用纸巾塞住鼻孔止血。大
家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家人联系电
话，但老人都记不起来，只说家距离不
远。大家要求陪老人看医生，老人拒
绝了，大家只好作罢。王豪渊主动提
出送老人回家。

王豪渊说，当时老人站不稳，说不清
家在哪儿，他就搀着老人沿光明路往南
走，边走边问，走到湛南路一家生态肉店
时，店里一位女孩与他一道把老人送到
兴州家属院门口。不一会儿，老人的儿
子、儿媳接走了老人。

因为心急，王豪渊走时连外套都没
穿，只穿着工作服。把老人送回家后，王
豪渊又迅速回到岗位上。

记者找到了与王豪渊一起送老人回
家的女孩韩梦娇。她说，平顶山银行员

工与老人走在路上非常显眼，她就马上
出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我们一路走一
路问，才找到老人的家属。”

自 2014 年 7 月开业以来，该行不断
拓宽发展思路、强化优质服务，坚持“服
务工作无小事，服务细节暖人心”的工作
理念，做到服务态度让客户满意、服务质
量让客户满意、服务时间让客户满意、服
务方式让客户满意，先后被评为2017年
河南银行业三星级网点、市青年文明号，
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状。

平顶山银行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
位，专注于产品和业务创新，践行“竭尽
我能 感动你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机构
布局调整和网点整合，加大县区和便民
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和自助银行的布点
力度，更好地服务市民和客户，实现共
赢。 （代铭慧 刘稳）

老人摔倒不知回家路
平银员工帮助找家人

本报讯“您好，这里是农行鲁
山县支行，请问需要我帮忙吗？”每
当人们打电话到农行鲁山县支行
时，该行员工总是热情回复。这是
农行平顶山分行推行“首问负责
制”的一个缩影。

农行平顶山分行高度重视作
风建设，围绕转作风、促转型、提
效能，与同业比观念、比素质、比
管理、比服务、比作风、比效率，夯
实管理基础，充分释放潜力和活
力。同时要求员工牢固树立合规
意识、风险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
意识，实现“党建为首、严字当头、
服务为魂、发展为本，控险为要、合
规先行、争先进位，誓创一流”的工
作目标。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该行引
导员工钻研业务知识，苦练业务技
能，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日常
的工作中，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全

员抢市场、抢阵地、抢份额，营造良
好氛围。以创建“星级网点支部”、
青年先锋队等活动为抓手，争创一
流业绩。制订行动计划，打造优质
服务品牌，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该行从日常考勤、工作日志、
规范着装等细节入手，严明纪律，
强化岗位约束。对上级行和当地
政府及涉及客户提出的问题，建立
完善台账，明确承办部门和完成时
限，落实限时办结，严禁推诿扯皮。

该行还推行首问负责制，要求
员工热情解答客户提问，做到及
时、准确、到位回复。涉及超越政
策法规的问题，要向客户做好细致
的解释工作；超越自己权限的，要
请示汇报；不是自己经办的业务，
应主动介绍给主办人，不能搪塞、
踢皮球。碰到客户有困难，立即主
动帮助，做到对客户负责、让客户
满意。 （刘稳 陈海）

推行首问制度 树立合规意识

农行平顶山分行强化作风建设

本报讯 近日，虽雪后见晴，但
气温仍然很低，市区个别路段有冰
雪，易发生小剐小蹭事件。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平顶
山市分公司）推出的微信拇指理
赔、小额快处等业务，让原本烦琐
的理赔过程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受
到车主的一致好评。

1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漯河舞
阳境内，一辆豫D牌照本田车停在
路边时被过路车撞到，车左前部受
损较严重，车主发现时肇事车已不
见踪影。因为急着办事，为节省时
间，车主董先生拿出手机，在微信
公众号“人保财险河南分公司”左
下角的“办业务”菜单中找到“拇指
理赔”申请理赔，然后在客服人员
的指导下自行拍照，在上传了照片
并提交相关资料后，就驾车离开了
现场。很快，董先生就收到了3676
元理赔款。

当天下午6时许，因为道路湿
滑，一辆现代轿车在市区光明路与

南环路交叉口与一辆轿车发生刮
擦，车主樊先生立即拨打95518报
案，查勘人员很快赶到现场进行查
勘、拍照。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双方车主将车开到不妨碍道路交
通的地方进行协商调解，很快就赔
偿金额达成一致。从报案到处理
完毕前后不超过半个小时。

据人保财险平顶山市分公司
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李华介绍，
在不涉及人伤的情况下，若理赔金
额在10000元以下，就可适用小额
快处业务。不管是微信拇指理赔
还是小额快处，都会根据每起事故
的具体情况，尽力做到快速处置、
快速理赔。他提醒说，如果暴雪天
气发生事故，可先拨打95518报案，
在理赔人员协助下完成自助拍照，
然后离开现场，保险公司会进行后
续赔付。

人保财险始终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关注客户体验，重视客户需
求，追求客户满意，用专业和真诚
的服务回馈客户。 （刘稳）

以客户为中心 关注客户体验

人保车险快速理赔获好评

本报讯 1 月 11 日，记者从工
行平顶山分行获悉，2017年该行按
照工行、工行河南省分行外部欺诈
风险管理要求，紧贴当前社会治
安形势，结合外部欺诈风险防控
重点，积极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
外部欺诈风险防控工作的新方法
新 措 施 ，并 取 得 了 较 好 成 效 。
2017 年成功堵截各类外部欺诈风
险（未遂）事件 55 起，涉及金额
26.25 万元，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
罪嫌疑人3人。

该行把外部欺诈风险防控作
为全年案防重点，从增强员工安全
意识入手，以工行、工行河南省分
行和公安、银监部门转发的案件通
报等为教材开展警示教育，总结因
被抢劫、被撬盗和外部欺诈而造成
资金、信誉损失的深刻教训，以实

际案例警示员工，使员工时刻绷紧
安全防范弦，切实加强营业、办公
场所和 ATM 自助设备等安全防
范，从根本上落实营业网点风险防
控制度。要求各机构在经营活动
中对随时出现的外部欺诈风险状
况采取相关措施，做好检查监督
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一线人员
应对突发事件和外部欺诈风险防
控能力。

在此基础上，该行充分利用外
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风险预警与
控制支持作用及系统风险预警功
能，及时分析系统监测数据，研判
外部欺诈风险特点与案发态势，按
月向辖属机构发布《外部欺诈风险
信息系统应用简报》和《安全风险
提示》，为防控风险提供信息支
撑。 （丁新正 刘稳）

2017年成功堵截各类外部欺诈风险（未遂）
事件55起，涉及金额26.25万元

工行平顶山分行外部欺诈风控工作见成效

本报讯 你是否为不知如何办
理结汇、购汇业务而烦恼？近日，
记者从中行平顶山分行获悉，通过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轻松将手
中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即结汇）或
将手中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即购
汇），并可查询本人本年度外管结
汇及购汇额度以及本人在中行办
理的结汇、购汇交易详情。

据介绍，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银行，客户可以将人民币兑换成
外币或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并
可查询一年内本人在中行办理
的结汇、购汇交易详情；实时查
询本人本年度外管结汇及购汇
额度；此外，支持多种外币币种
进行结汇、购汇交易，包括英镑、
港币、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

大利亚元、欧元、瑞士法郎、新加
坡元、韩元、卢布、新台币等 24 种
货币。

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客户
还可以将外币汇往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并查询本人通过网上银行
或手机银行提交的外币跨境汇款
交易详情。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
汇款全免费；支持7×24小时服务；
支持美元、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
瑞士法郎、欧元、英镑、港币、日元、
新加坡元、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
威克朗、新西兰元、澳门元等18种
币种的跨境汇出；支持中银全球智
汇服务，对满足条件的汇款可实现
全额到账及汇款进程追踪，方便客
户实时掌握收款人收款情况。

（杨焕娜 刘稳）

中行手机银行
助您轻松办理结汇购汇业务

本报讯 2017 年，中国人寿河南分公
司总保费收入突破300亿元。这是国寿系
统第6家总保费破300亿元的省级分公司，
也是河南保险业首个总保费破300亿元的
保险市场主体。

1月8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举行
媒体见面会。中国人寿总公司业务总监、
河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新生分
享了河南国寿转型发展的可喜成果。

作为中央驻豫企业，中国人寿河南省
分公司勇担社会责任，配合政府积极开展
各类基本医保经办服务、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等，先后在6个
市、58个县区开展了115项政策保险经办
业务，10余年来累计补偿2.1亿人次，始终
保持零投诉，形成了中国人寿助力医改的

“河南模式”，被卫生部作为医改典型经验
推广全国。

该公司还充分利用遍及城乡的 1700
多个服务网点的辐射功能，积极构建“15
分钟保险服务圈”，在行业内率先开发了
大病保险信息系统，实现与近 200 家医
院、新农合等外部机构系统的对接，与医
保经办机构联合设立114个合署办公点，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结算等服务。

（孙涛 刘稳）

中国人寿河南分公司去年
总保费收入突破300亿元

本报讯 近日，建行LINE FRIENDS
粉丝信用卡推出优惠活动，即日起至10
月31日，凡持LINE FRIENDS信用卡消
费满三笔，每笔金额达到99元，即可获赠
公仔挂件一枚（先到先得，每位客户限获
赠一份首刷礼，公仔挂件款式随机配发，

以收到实物为准）。
据了解，建行 LINE FRIENDS 信用

卡以粉丝最爱的布朗熊、可妮兔、丘可、莎
莉 等 卡 通 形 象 为 主 题 ，配 以 LINE
FRIENDS特有糖果色，选择最受青睐的形
象构图，采用彩色卡基和立体磨砂工艺，展

现亲和萌宠形象，搭配极简风格银联LO-
GO和定制款“PLATINUM”标识，卡号统
一后置在卡片背面，提升卡面“颜值”。

微信关注公众号“龙卡信用卡一河
南”，回复“卖萌”，即可了解更多产品信
息和更多优惠活动信息。（刘稳 赵夏奇）

建行LINE FRIENDS粉丝信用卡推出优惠活动

本报讯 临近春节，高收益低风险的理
财项目持续上线。记者近日从鹰城理财俱
乐部获悉，政信类理财产品台州公共事业
产品持续热卖，中科信项目产品不定期发
布，除此之外，富祥11号·定向融资工具江
苏睢宁民生基建项目将于近期推出，预期
收益率为7.5%-8.2%。

据介绍，富祥11号江苏睢宁民生基建
项目总规模1亿元，分若干个子项目发行，
期限为24个月，5万元起购，预期年化收益
率预期收益率为7.5%-8.2%，期限为24个
月。按自然季度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该项目融资人为江苏丰成实业有限公
司，担保人为江苏博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信用评级 AA 级），备案机构是无锡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承销商为深圳市甲子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金用于睢宁县睢城
街道朱楼安置小区建设项目。

睢宁县，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县，位于
徐州市东南部，西北部与东部分别与徐州
市铜山区和宿迁市宿城区、宿豫区接壤，
北部与邳州市毗邻，南部与西部和安徽省
泗县、灵璧县相连。2016年，睢宁县荣膺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称号，排
名第84位。

融资人江苏丰成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4 年 12 月，由睢宁县睢城镇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出资设立。2017 年 11
月，公司股东变更为江苏博融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睢宁县润企投资
有限公司。丰成实业是睢宁县睢城镇重
要的开发和建设主体，负责多渠道筹集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并按计划承建项目；同时
还承担着当地农产品（主要为粮食）流通销
售的任务。

理财热线：4940008、17337502803。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刘稳）

富祥11号江苏睢宁
民生基建项目即将上线

近日，农行平
顶山分行员工在为
客户讲解如何防范
金融诈骗。

该行举办贵宾
客户答谢会，金融
理财师详细介绍了
基金配置、掌上银
行信用卡分期、家
庭理财和贵金属等
多项零售业务，并
讲解了防范金融诈
骗知识。现场还设
立了抢答和客户需
求调查环节。

陈海 摄

举办答谢会

137 2186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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