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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者增长保险知识，了解保险服务

首次消费教育公益大讲堂开讲
“买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活动结束

河南揽8颗
全国排第三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张亚彬 410323********0032
王晓波 411221********041X
袁智勇 410323********2036
袁 鹏 410323********9537
姚雷刚 410327********4030
樊贵红 411221********5530
杜宝帮 411221********9032
樊清峰 410323********2059
李向前 411281********351X
吕尚品 410323********5593
邱世凯 410323********1056
刘海涛 410323********3038
高 鹏 410323********1535
金旭辉 410322********381X
邵延雷 410323********1054

邓红霞 411281********4522
刘 瑞 410323********0057
邓进卿 410323********1032
介 辉 410323********3011
拓恩来 410323********4518
刘江江 410323********2016
白二蕾 411224********5614
郭延召 410323********0011
张 磊 410323********1536
黄 涛 410323********1036
张庆印 372922********5414
袁优宜 410323********4537
刘军强 410323********3015
张丽丽 410323********0042
董振营 410323********1013
王红新 410323********4513

张保军 410323********9532
王 亮 410323********101X
高付晓 410323********4527
郑东科 410323********1534
谢路路 410322********6810
柴鹏飞 410825********1558
韩文涛 410323********1015
张 博 410323********1510
裴 松 410323********2019
张志强 410323********3019
高俊涛 410323********1015
王 盼 410323********3058
林慧娜 410323********0045
牛自力 410323********2514
刘 晓 410323********1541
刘新利 410323********1036

郭长森 410323********2035
张二飞 410323********3518
姚小涛 410323********2516
李兵兵 410323********9536
孙红瑞 410323********9538
刘建周 410323********0034
赵牡丹 410323********2567
王进功 410323********1055
邓红宇 410323********007X
陈晓玲 410323********0060
王 新 410323********0036
马营波 410323********5539
周 异 410323********0011
张 惠 410323********0024
张小定 410323********4025
陈晓霞 410323********0082

梁冬冬 410323********0017
陈玉红 410323********0089
党全忠 410323********0011
郭玉峰 410323********0032
杨银平 410323********0145
郭晓梅 410323********0027
常小涛 410323********9550
王丹丹 410883********5100
柳 洋 410323********0034
李 沙 410323********2026
刘 杰 410323********1039
杜宝玲 410322********6823
王 明 410826********1016
刘 杰 410323********0037
王 阳 410323********1517
王晓玉 410323********5026

催 收 公 告
以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持

有人：
您所持有的信用卡，账户欠款已超

过还款期限，经我行工作人员多次催收，
至今仍未还清，我行现采取公告形式对您
的欠款进行催收。请您在看到公告后五
日内，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任意网点查询

并偿还所欠全部款项（具体金额以还款当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所提供的账务记
录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如下措施：

1.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您清偿全部欠款及由此
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
行费等款项。

2.如您的行为已涉嫌信用卡恶意
透支，我行将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
究您恶意透支行为的刑事责任。

为避免诉讼和追究刑事责任给您
造成的严重影响，请立即清偿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信用卡欠款。

如您已清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

用卡透支款项，请无须理会本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醒您：
请根据您的个人偿还能力使用信

用卡；
请珍惜个人信用，杜绝不良记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安县支行

□菁菁

3月14日21时，“买闪耀
钻石，赢克拉美钻”活动最后
一期抽奖，山东、北京、河南彩
民收获最后4颗钻石，至此活
动圆满结束。

在活动中，102颗闪亮钻
石全部送出，惠及28个省市
自治区。其中，广东省斩获
14颗，全国第一；山东省收
获11颗，紧跟其后；河南省、
湖南省分别中出 8颗，并列
第三。

此次抽奖活动自2月14
日开启后，受到广大彩民的欢
迎。其间，全国共扫码 11,
952,225 张，每天都送出钻
石，直到3月14日晚，102颗
闪亮钻石全部送出。

随着“钻石榜”出炉，各地
收获的钻石数量也有了排名，
广东、山东、河南和湖南，分别
占据前三位，成为此次活动的

“钻石福地”。
同时，活动期间，福彩

刮刮乐客户端圈子发布主
题 2892 条、评论 15698 条，
获得中奖晒单 210 条、弹
幕 105428 条。其中，寻字
换 字 的 主 题 及 评 论 达
16992 条。

在河南彩民收获的8颗
钻石中，3颗为2月中出，5颗
为3月中出。在目前已统计
的信息中，2月17日河南“首
钻”及3月6日的钻石均出自
焦作。最幸运的是，3月 14
日活动最后一天，河南彩民再
揽1颗，完美收官。

焦作彩民梁女士收获河
南“首钻”，她在收到钻石之
后，将好运晒到了朋友圈，引
来众人羡慕。2月24日新乡
彩民张先生、3月6日焦作彩
民石先生均是当天集齐字符，
当晚便中了奖。

此外，河南彩民除了收
获钻石，驻马店遂平彩民、
濮阳清丰彩民，均收获“闪
耀钻石”30万元大奖，可谓
最幸运者。

□记者 仝景菁 通讯员 高迪

3月17日，由市保险行业
协会、市消费者协会共同举办
的首次消费教育公益大讲堂
开讲。这是我市首批消费教
育示范基地落成后举行的首
场消费教育公益大讲堂。

本次公益大讲堂的主题
是“保险服务在身边”。市保
险行业协会特邀我市保险行
业专业讲师庞文华，针对保险
消费中的基础知识和常见问
题进行了详细剖析。

今年“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的主题是“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市保险行业协会
业务部副主任王祁展对交强
险电子保单、标志的使用，以
及我省推出的“快出快赔
APP”进行了详细解读。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互动
环节。市消协律师团的律师
白德营、郝晓霞，针对消费者

提出的与保险消费相关问题，
一一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宁现伟表示，在过去的一年
里，我市保险业不断健全制
度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加强行业自律，有效地维
护了保险消费者的经济利
益。今后，市保险行业协会
将一如既往地发挥桥梁作
用，加强保险消费者与保险

公司之间的沟通联系，积极
处理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认真履行“消费教育示范基
地”的各项职责，更好地维护
消费者的各项权益。

我市保险消费者代表、
法律专家、教育示范基地负
责人、市保险行业协会、市消
费者协会及媒体记者等70余
人，一同参加了本次公益大
讲堂。

□记者 仝景菁

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消费
者的权责意识和风险意识，构
建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3月
10日至15日，邮储银行洛阳
市分行积极组织辖内各网点
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邮储银行洛阳
市分行共有300余人次进入
社区，并在窗口开展了宣传活

动。结合该行开展的“整治非
法买卖银行卡信息专项行动”
以及“客户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隐患排查工作”，针对消费者
关心的银行卡盗刷问题、电信
诈骗问题、个人信息泄露问
题、消费者维权问题，印制多
种宣传手册，共计发放宣传册
5万余份，LED滚动屏信息80
余条。

同时，通过悬挂条幅、设
置咨询台、制作微信宣传片

等方式，大力宣传普及金融
消费者拥有的各项法定权利
知识，增强金融消费者的风
险责任意识，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增强金融消费者风险责任意识
邮储银行洛阳市分行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