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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生日组号码意外成就幸运大奖

鹤壁购彩者喜领七星彩奖金 500 万元
2019“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河南受赠学校名单公告

8 月 9 日晚，体彩七星彩第 19092 期开奖，开奖
号码为“8811172”。当期全国共开出 5 注头奖，单注
奖金 500 万元，我省鹤壁彩民有幸揽获其中一注，中
奖彩票是一张 6 元 3 注的单式票，出自鹤壁市山城区
汤河街福盛小区西路南的 4106030006 体彩网点。
8 月 12 日上午，大奖得主
张先生带着妻子赶到河南省体
彩中心领取了大奖。据了解，
张先生是一名拥有 20 年彩龄的
购彩者，自从七星彩上市就开
始购买，期期不落，
“ 每次都控
制在 10 元以内，不影响生活，也
是给自己买一份希望！”
张先生介绍，他买七星彩
不固定投注方式，闲暇时就研
究走势自己选号码，没时间了

就机选号码，有时候还喜欢用
一些电话号码或亲人生日之类
的吉祥号码。张先生回忆起当
天买彩：
“上周五又是七星彩开
奖的日子，我找了个网点准备
买几注号码，当时我就想最近
有没有喜事，突然想到我女儿
刚怀上二胎，就用了我女儿的
生日作为投注号码。”就是这组
号码给张先生带来了幸运。
开奖过去两天，张先生想

为充分体现体育彩票捐赠活动的公开、
公平、
公正，
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对 2019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河南）的报名学校进行了初
次评审、
二次评审和实地考察，
现将 25 所受捐赠学校名单公告如下：
起他买的彩票，拿起手机查询
开奖号码。
“当时看见号码一
样，心怦怦直跳，拿着手机来回
看了好多遍才确认自己中奖
了！”张先生赶紧把中奖的喜讯
告诉了妻子，两人商量好第二
天来郑州领奖。
问及中奖后的打算，张先
生说，一部分用于生意上的欠
款，
一部分用于老两口的养老。
杨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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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兰考县仪封乡野庄小学
洛阳市孟津县常袋镇常平小学
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夏街小学
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第四小学
安阳市林州市临淇镇梨林学校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实验小学
鹤壁市浚县屯子镇蒋八营小学
新乡市延津县东屯镇郝光屯小学
焦作市沁阳市崇义镇葛万小学
濮阳市濮阳县柳屯镇榆林头小学
许昌市禹州市文殊镇贺庙小学
许昌市鄢陵县张桥镇后张小学
漯河市舞阳县太尉镇魏集小学
三门峡市灵宝市大王镇五帝小学
南阳市南召县小店乡第二中心小学
南阳市内乡县赵店乡郦城村小学
商丘市柘城县陈青集镇中心小学
信阳市罗山县山店乡张湾小学
信阳市平桥区龙井乡南雷村小学
信阳市固始县石佛店镇瓦坊小学
周口市扶沟县大李庄乡高河套小学
周口市沈丘县纸店镇徐楼小学
周口市西华县艾岗乡半截楼小学
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君庙镇中心小学（北区）
济源市五龙口镇东逯寨小学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 年 8 月 13 日

交行省分行积极落实 2019 年防汛工作
工作职责、工作任务及工作措
施；三是落实防汛抗灾物资、器
材储备，未雨绸缪；四是组织建
立防汛抢险小分队；五是严格
开展防汛抗灾专项检查。
全权

交行省分行加强全辖一体化信息检查辅导
近日，交行河南省分行信
息部对 11 家辖行开展信息科
技检查辅导工作，主要内容：一
是在科技治理、信息安全、生产
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全
覆 盖 检 查 ，提 出 整 改 问 题 68

项；二是就全行特色业务产品
及总行创新产品向辖行进行全
面解读；三是就省行创新政策
导向及活动方案向辖行进行了
宣讲，并就科技赋能与辖行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全权

光大银行推出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
近日，光大银行与国际米
兰合作，联合推出了国内首张
国际米兰球迷专属信用卡——
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除了光
大银行标准卡的所有基本功能
和服务外，国米主题信用卡还
为客户提供了多种蓝黑生活权

益。
“ 蓝黑特权”——持卡客户
可享有国米梅阿查球场零售店
持卡享八折权益；
“蓝黑专
享”——持卡客户可享有不定
期的国米双品牌的苏宁易购优
惠折扣权益等。
柴孝天

兴业银行与蚂蚁金服战略合作升级

8 月 6 日，兴业银行与蚂蚁
金服在杭州续签战略合作协
议。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蚂
蚁金服总裁胡晓明等出席签约
仪式。根据新的协议，双方将
持续在财富管理、普惠金融、绿
色金融、投资银行、资产托管、

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发
挥各自优势，实现渠道互通、业
务互补、客户共享方面的互惠
互利，创新业务合作模式，为更
多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更
加丰富、优质、便捷的金融服
务。杜红涛

■

行业播报

为做好 2019 年防汛工作，
确保安全度汛、保障金融服务
能力，交行河南省分行积极部
署和落实防汛工作。该行一是
成立防汛应急领导小组；二是
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推出公司客户网银功能
“激活有礼”活动
近日，中 信 银 行 郑 州 分
行推出多重公司客户网银功
能“激活有礼”活动。例如，4
月~12 月，新开公司客户，免
收开户相关费用（开通三项
功能）；8 月~12 月，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公司客户开通网银
并在活动期间使用以下六项
功能（支付转账、电子对账、
代发工资、电子票据、公司理
财、企业手机银行）其中两项
的，公司网银经办和审核均

可获得 10 元权益奖励；使用
三项及以上的，公司网银经
办和审核均可获得 20 元权益
奖励（单个公司客户合计 40
元权益封顶）。
章世刚

郑州银行喜获 2018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两项大奖
近日，郑州银行在全国银
行间市场举办的优秀做市机
构评选中，荣获银行间债券市
场“优秀综合做市机构”
“优秀
信用债尝试做市机构”两个奖

项。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共
有 85 家做市机构，其中做市
商 30 家，尝试做市商机构 55
家，郑州银行属于尝试做市机
构。此次评选是银行间交易

商协会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提供的做市基础数据，综合
各机构的做市表现和合规情
况评选出的优秀做市机构。
沈晓旭

农行郑州分行召开全市根治欠薪夏季行动推进会
近日，农行郑州分行联合
市人社局、
住建局，
召开全市根
治欠薪夏季行动推进暨农民工
工资支付监管系统培训会。会

上，
湖北联邦云创公司对
“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进行了
培训。农行相关负责人就农民
工工资账户开户流程及营销典

型案例进行了培训分享，该行
农民工代发工资服务团队现场
与分包的施工单位负责人进行
了初步对接。刘永刚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新尊享体检中心举办暑期主题活动
近日，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
司新尊享体检中心举办“玩转
暑假 我要当医生”
暑期儿童主
题活动。本次主题活动由拥有

10 年以上临床经验的儿科医
师主讲“夏季常见儿童疾病”
及“儿童急救知识”；平安人寿
河南分公司体检中心现场为每

组家庭准备了全新的儿童医
疗箱，主检医生带领家长和孩
子认识医疗器械并引导孩子
为父母做简易体检。薛光明

招行发布
“薪福通”推出企业薪酬福利代发全面数字化
近日，招商银行推出企业
薪酬福利代发数字化服务平
台——“薪福通 1.0”。据悉，
“薪福通”包括薪资服务、平台
服务及权益服务等三个模

块。其中，薪资服务是其核心
与基础，凭借招行领先的金融
科技和专业服务为代发企业
及其员工提供便捷、贴心的发
薪体验。此外，搭载于招商银

行 APP 的“企明星”平台，可为
企业定制专属页面与活动，给
员工带来更加温暖、更富人情
味的体验。
段家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