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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美食、想加油、想贷款……这都不是事儿——

银行送福利 优惠多又多
光大银行推出光大中石油记账联名卡，用其加油很实惠；使用建设银行“快贷”业

务，不求人迅速解决资金窘境；中信银行“吃货”专属信用卡，一张专门为了美食而生的
卡片……年末岁尾，各银行铆足了劲为咱的金融生活馈赠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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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携手中原通ETC、中
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销售分
公司共同推出光大中石油记账联
名卡。

光大中石油记账联名卡，采用
实名制，与用户的银行账户绑定，
用户在高速公路通行后，系统根据
用户实际通行记录，从用户绑定的

银行账户中扣除对应通行费；同时
还可以享受河南省内中石油加汽
油（标牌价基础上）最低优惠0.15
元/升，自助加油、分时段加油“惠”
更多。

活动期间，到中石油指定加油
站办理光大中石油记账联名卡，在
该行开户办理一张光大豫通卡，存

入800元保证金，即可获赠ETC设
备。办理时需充值500元中石油加
油费，同步数据后，享受河南省内中
石油加汽油（标牌价基础上）最低
0.15元/升的优惠（加油费和通行费
资金不共享）。详询：63736639、
63736750、63736771。⑩2

（程 晓）

光大银行：充值500元，加油有优惠

近日，交通银行南阳分行成功
拦截一起电信诈骗事件。

12月15日下午，市民王女士接
到一个自称警察的电话，对方称王女
士有一张卡涉嫌违法操作，若不想走
司法程序就要在当晚汇5万元到指

定账户，还必须用自助机汇款。她赶
紧来到交行自助机汇款，然而钱汇出
去对方却说没收到。

此刻已是下午5时20分，银行
营业时间已结束。王女士只好敲
门求助，该行大堂经理张靖见状开

门帮忙。经询问，张靖意识到这绝
对是电信诈骗，她迅速拨打95559
电话撤约此笔交易。得益于自12
月1日起不是同名转账24小时之
后才能到账的新规，此笔款项顺利
截回。⑩2 （秦 婵 张 靖）

交通银行：员工慧眼识破电信诈骗

急需钱，别着急。只要你使用
建设银行“快贷”，通过网银或者手
机银行就可申请贷款，审批答复只
要几分钟，无须到银行网点。

建行“快贷”是为建设银行存量

房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金融资产
客户以及私人银行客户等提供的个
人客户网上快速融资服务，分为“快
e贷”、“融e贷”、“质押贷”、“车e贷”、

“沃e贷”。建行“快贷”贷款只需几

分钟，是国内金融系统首个真正全流
程个人网上自助贷款产品。“快贷”产
品具有：快到惊讶、易到叫绝、全程网
上、自助办理、想用就用、想还就还等
六大亮点。⑩2 （党盼攀）

建设银行：“快贷”贷款只需几分钟

自从农行南阳分行推出
“超级柜台”智能化服务模式
以来，成功推广至全辖16个
支行89个营业网点，日均业
务量已超过6800笔。

农行自主研发的“超级
柜台”运用智能化人脸识
别、指纹认证等物联网技
术，配置较大的电子触摸屏
和显示屏，设置二代身份证

扫描、密码键盘、U盾提取
口、USB插口、密码信封提
取口等，客户无需填写纸质
协议和申请书，只需轻点手
指即可自助办理。“超级柜
台”可办理开户、开卡等103
种业务，开启了“大堂现场
引导、客户自助办理、后台
专业审核”的流程实时协同
模式。⑩7 （王 辉）

农业银行：“超级柜台”很好用

目前，中原银行为顺应市场需
求，特推出个人大额存单。

该产品利率高于定期存款、期限
灵活。中原银行发行的个人大额存
单期限比较灵活，旨在满足客户多种
资金使用需求。主要期限有1个月、

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起存
金额20万元，利率较央行基准利率
上浮40%～45%，个人投资人认购
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为20万元，认购
金额可以人民币1万元的整数倍递
增。该产品兼具低风险、高收益的特

点，功能丰富。大额存单属一般性存
款，适用于存款保险保障。中原银行
提醒大家在购买大额存单之前提前
向中原银行营业网点理财经理咨询
发售情况，或拨打客服电话96688咨
询。⑩7 （潘 毅 袁鹏程）

中原银行：个人大额存单利率高

时值年末，民生银行推
出新年特别款理财，5万起
点，产品期限2个月，预期年
化收益率4.65%。

安赢保本理财，5万起
点，预期年收益率 43天
3.10%、99天3.60%、187天
3.50%、336天3.50%，投资
期限灵活，保本保收益。降
息周期，您心仪的理财产品
有什么特点？期限要长以

锁定收益，期限要多选以灵
活配置。民生给您更多选
择：1年/2年/3年/5年，本
金安全，年化收益率至少
4%，收益在合同内约定。
多款理财型保险产品，1万
起 点 。 详 询 ：61601822、
61601866、 61158018、
61158066、61158089。⑩7

（杜 增）

民生银行：年末理财选择多

恪守职业道德
履行社会责任
河南省二十一世纪房地产估价公司
电话：63185006 63185007

日前，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与
美团点评宣布，正式推出大众点评
首张名副其实的“吃货”专属信用
卡——中信银行大众点评联名信
用卡。

该产品以美食为切入点，深入
挖掘年轻互联网群体的新兴消费

需求，实现持卡人日常生活全场景
覆盖。同时，双方将开启全面合
作，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联合
运营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积
极捕捉用户对品质生活的个性化
需求，共同搭建生活消费全景生态
圈，打造真正惠及于民的金融产品

和特色服务，为用户带来“品味无
界”的极致体验。此次与美团点评
合作，是该行持续与国内领先互联
网公司跨界合作的战略布局，是金
融科技创新思维的又一次合作实
践。⑩2

（海亚骞）

中信银行：“吃货”信用卡为美食而生

日前，工商银行在北京举办“新
服务，心满意”服务提升季发布会，
从消费者关注的金融热点和服务需
求出发，改革创新银行服务模式，推
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解决好消
费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
据了解，该行根据客户偏好的

办理渠道，安全便捷地提供基础
金融服务、分类增值服务和个性
化产品组合，满足客户账户管理、
资金融通、支付结算、投资理财等

方面需求，通过服务为客户创造
价值。本次服务提升季活动为期
四个月，将从改善服务面貌、优化
服务流程、加快减费让利、提高账
户安全等四个方面着手提升金融
服务质量。⑩2 （蒋红升）

工商银行：全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近日，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成
功发放首笔金额200万元小企业

“税贷通”信用贷款，这标志着该行
服务小微企业再增新途径。

“税贷通”业务是邮储银行为支

持小微企业发展，对纳税信用等级
在B级以上，连续两年正常、稳定缴
纳增值税、所得税的小微企业，采用
无任何抵押、全信用方式发放的贷
款。此款产品的开发，有效解决了

广大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下一步，该行将在全市全面
推广“税贷通”业务，帮助更多诚信
纳税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助推企业
实现快速发展。⑩2 （李咏梅）

邮储银行：首笔“税贷通”贷款发放

近日，洛阳银行发行最
新三期“财富宝”理财产品。

第174期“财富宝”，期
限为77天，购买金额5万~
20万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4.5%，20万（含）~50万预
期年化收益率4.6%，50万
（含）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
4.7%；第175期“财富宝”，
期限为147天，购买金额5
万~20万预期年化收益率
4.4%，20万（含）~50万预
期年化收益率4.5%，50万
（含）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

4.6%；第176
期“财富宝”，
期 限 为 294
天，购买金额
5万~20万预
期年化收益率4.4%，20万
（含）~50万预期年化收益
率4.5%，50万（含）以上预
期年化收益率4.6%。以上
理财产品5万元起购，募集
期为12月22日至27日，均
可通过电子渠道或柜台申
购。热线：60878699。⑩2

（李万鑫）

洛阳银行：发售三期“财富宝”

近日，南阳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在中
行南阳分行仲景北路支行
投入使用，这也是南阳中行
为出入境人员提供良好便
捷的金融服务的又一力举。

南阳中行与公安局出
入境联合办公具有跨时代
的意义，开创了南阳市第
一家银行与公安系统联合
办公的先例。联合办公，
客户在办理出入境手续的
同时可向中行咨询出国留
学、出国旅游、境外商务、

投资移民等相关方面的金
融知识，办理个人结售汇、
境外汇款等外汇业务。银
政携手使出入境的“便民
服务”更加亲民，实现一站
式服务；同时为中行出国
金融服务特色产品的进一
步推广打开了更广阔的渠
道，实现了产品和需求的
有效结合，让中行跨境汇
款“亲人远在国外，照顾如
在身边”的服务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⑩7

（姚 恒）

中国银行：“出国金融”很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