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5.15 星期二 编辑 郑绪旻 校对 李赛 B3金融

□记者 张骞

本报讯 您去买车时，是否
有过被 4S 店拒刷信用卡的经
历？自从信用卡的刷卡费率调
整后，商家也表示“伤不起”啊！
记者了解到，我市多家汽车 4S
店只允许客户刷一张信用卡。
那么，如何解决刷卡难题呢？近
日，工商银行推出了工银e分期
业务，您再也不用担心被商家拒
刷信用卡了。

什么是工银 e 分期呢？工
行平顶山分行银行卡中心经理
马娟敏告诉记者，工银e分期是

工行推出的特色分期付款业务，
工行信用卡客户均可申办。该
业务可将信用卡中的额度转入
工行专用借记卡，您刷卡消费
时，商家看到您刷的是借记卡，
再也不会因为担心手续费而拒
绝您了。而且工银 e 分期还缓
解了您的资金压力，无论是购
车、租房、教育，还是家装、婚庆、
旅行，大额消费就找工银 e 分
期。

工银 e 分期如何办理？如
果您是工行信用卡客户，请持本
人身份证和工行信用卡前往工
行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如果您

现在没有工行信用卡，没关系，
也可以办理。请您在工行工作
人员引导下，持身份证在营业网
点智能终端上现场申办工银 e
分期专用信用卡，该卡没有实体
卡，申办成功后即可办理e分期
业务。

据介绍，工银e分期专门解
决您的大额消费刷卡难题，因此
分期起始金额为 1万元人民币，
期数一般为 6 期、12 期、18 期、
24 期、30 期和 36 期。马娟敏
说，具体期数以持卡人申请及
发卡机构业务开办情况为准，
如持工行定制分期信用卡、专

项分期卡或当地工行特色分期
卡办理e分期业务，最长分期期
数可达60期。

马娟敏告诉记者，工银e分
期手续费目前执行7折优惠，截
止日期为今年10月31日，优惠期
内年费率仅为4.2%，资金快捷到
账。她提醒，工银e分期专门支
持大额消费，但不支持存款、取
款及转账等现金结算类业务，而
且不能用于购房、购买理财产
品、炒股、炒期货等投资类项目，
也不得用于借贷、洗钱等违法犯
罪活动。除此之外，其他日常消
费均可使用。

工银e分期支持大额消费
再也不用担心刷信用卡被拒了

本报讯 5月13日，第二届世
界汉字节在鲁山县仓头乡举行，
共 50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汉字
节。农行平顶山分行鲁山县支
行抽出6名业务骨干组成“轻骑
兵”宣讲小分队，在汉字节会场

设立咨询台，宣讲金融知识。
当天一大早，农行宣讲人员

统一着装，身披绶带，摆出 3 块
宣传板，拉出一条横幅，热情地
向参会人员介绍反洗钱、反诈骗
及征信知识，并推介了农行的网

捷贷、掌银、贵金属、农户小额贷
款、聚合码和信用卡等金融产
品，受到大家的追捧。

当天，农行宣讲人员发放宣
传材料351份，销售贵金属产品10
余套，达成掌银和聚合码使用意

向32个，56个新关注农行公众号
客户。

鲁山县尧山镇的李先生不仅
购买了两套贵金属产品，还对“网捷
贷”有兴趣。他说：“这次参加汉字
节收获不小。” （陈海 边钢领）

农行“轻骑兵”助阵汉字节
金融知识普惠到会场

本报讯 5月 10日至 13日，“鹰
城第十一届万人相亲大会暨第四届
婚庆文化艺术博览会”在市区鹰城
广场拉开帷幕，新华区农信联社小
微贷中心借助活动舞台，在现场开
展普惠金融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该联社小微贷客户
经理积极向参加相亲会的人员推介

“一本万利”“家庭贷”“金燕卡”等各
项产品（如图），引起了客户的兴趣
和关注。同时，联社工作人员大力
宣传反假币、反洗钱及防范非法集
资等各类金融知识，并耐心解答现
场客户提出的业务咨询，受到了客
户好评。此外 ，印有“新华区农信
联社”标志和产品信息的精美风车、
卡通扇子、便携福袋受到现场观众
喜爱。

本次活动经过该联社精心筹
备，相亲会现场接待超过 1500 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900多份，达成存
贷款意向户50余户。

（韩亚慧 张骞）

借助“鹰城万人相亲大会”舞台

新华区农信联社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本报讯 5月 13日母亲节当天，
宝丰农商银行全辖29个营业网点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感怀慈母恩”营
销专题活动，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
情。

活动当天，各网点悉心准备了
实用、贴心的小礼物，向最美的“母
亲们”献上节日的祝福。五月杨絮
飘飞，对健康构成威胁，为此该行采
购了一批口罩免费赠送给莅临各网
点办理业务的客户。

该行还以“旅游年卡”为抓手推
出“爱的陪伴”营销活动，向金燕卡
客户重点宣传旅游年卡的便捷与实
惠，并对开办旅游年卡的客户赠送
旅行太阳帽等精美小礼品。

“感怀慈母恩”营销专题活动在
广大客户的积极参与和各支行全情
投入中圆满结束。据悉，活动期间，
宝丰农商银行全辖共发放口罩
1200 个、围裙 800 个、太阳帽 560
个。今后，该行将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结合节日契机，举办更多贴
心、优质的客户活动。

（张俊菲 张骞）

感怀慈母恩

宝丰农商银行
精美礼物送客户

本报讯 近日，农行河南省
分行公布《关于防范客户信息核
实类钓鱼欺诈和掌银激活码钓
鱼风险提示》。农行提醒客户，
近期，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和仿
冒网站针对农行客户实施电信
诈骗的案件显著增多，为维护客
户权益，现为客户提示有关风
险。

近期出现较多的诈骗有两
种：客户信息核实类钓鱼欺诈和
掌银激活码钓鱼欺诈。

客 户 信 息 核 实 类 钓 鱼 欺

诈。不法分子假冒农行客服号
码（如：95599）向农行客户发送
短信，内容通常为“紧急通知：
我行已在全国开展个人信息
核实，未核实账户将于 24 小
时 内 冻 结 。 您 的 账 户 未 核
实，请登录 www.95599**.cc（仿
冒 域 名）进 行 核 实【农 业 银
行】”。此类短信由伪基站发
出 ，使 受 害 人 误 以 为 是 农 行
客服号码，同时短信内容以个
人信息核实为由，具有很强的
迷惑性。客户一旦点击短信

中的链接，便进入不法分子仿
冒农行的钓鱼网站，此类网站
域 名 通 常 使 用 含 有 95599 或
abchina等关键字符，降低了客
户的警惕，使客户以为进入的
是农行的官方网站。如果客户
按照仿冒网站的提示输入账
号、密码、姓名、身份证、预留
手机号以及短信验证码，不法
分子便能利用获取的信息开通
快捷支付，或利用其他手段实
施欺诈。

掌银激活码钓鱼欺诈。不

法分子实施电话诈骗或以网购
退款等方式诱导受骗者点击非
法钓鱼链接，获取受骗者卡号、
手机号、银行账号或密码等敏
感信息，并通过骗取客户验证
码的方式进行掌银登录密码的
重置，进而盗取客户资金。

农行提醒，如果您收到类似
信息，切勿点击短信链接，切勿
告诉他人您的验证码，如有疑问
可拨打农行官方客服电话95599
或到就近的农行网点咨询。

（张骞 边钢领）

农行河南省分行推送风险提示
提醒客户防范钓鱼欺诈

（上接B1版）

优惠期结束怎么办？

金融移动支付在我市公交领域
的推广，其优惠也有限制。譬如，每
天优惠限量 2900 份，每张卡每天
只能优惠两次，整个活动期间累
积享受优惠才 40 次。有微友说：
既然优惠，为什么还要限制每天
多少份呢？

记 者 采 访 中 还 听 到 这 些 问
题：优惠期结束怎么办？使用银行
IC卡、银联云闪付和银联二维码支
付会恢复原价吗？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市公交总
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活动优惠
期就是 5月 7日至 6月 30日，活动
结束后就不再优惠了，但以上3种
移动支付方式仍可使用。

记者发现，多名微友希望公交
车的票价降下来，而且希望优惠能
持续下去，即使优惠幅度没现在大，
至少也要与公交车 8 折的优惠看
齐。

另外，移动支付不再优惠，或会
影响移动支付的推广。

有关会议指出，银行IC卡和二
维码在平顶山公交行业的应用，大
大扩展了各商业银行金融移动支付
创新产品的使用场景，快速为各行
手机银行引流，有效提升用户使用
手机银行APP的黏性，为市民提供
更多选择，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
求，是普惠金融的典范。

然而，有关人士指出，也不要小
看优惠幅度在市场调节中的杠杆作
用，如果金融移动支付6月30日之
后不再优惠，用户对手机银行APP
的黏性会不会下降，现在还很难
说。如果为了实现金融移动支付在
便民领域的广泛应用，真正普惠于
民，相关各方也许还要讨论。

1分钱乘公交的背后：

让金融移动支付
回归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