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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齐鲁财金

只要选好商品，在网上提交
信用卡申请，客户在20分钟内就
可以拥有信用额度，实现信贷消
费，光大银行的“网络瞬时贷”业
务一经推出，便以高效、便捷的
优势赢得拥趸。

据悉，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光大银行就推出了为客户快速
授信的“瞬时贷”业务，在业界
率先实现了支付工具与消费市
场的无缝对接。而随着电子商
务的迅猛发展，网络购物日益
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主流消费方
式，该行准确预判市场需求，
一款实现网上信用卡申请与商

品购买完美结合的服务便应运
而生了。

通过与商户合作向客户提
供快速购买商品、客户便捷申
请信用卡、客户实时获取银行
授信，系统后台支付订单、商
户配送商品的一站式服务，依
托于信用卡网络申请，“网络
瞬时贷”业务颠覆了信用卡繁
琐审批流程的传统，打破了客
户必须持卡使用惯例，为客户
提供了史上最快的信用卡网络
申领速度。

同时，通过包含分期功
能，光大银行“网络瞬时贷”业
务还能让客户提前享受到心仪
的商品。这种创新的服务模式
为网购客户带来简便快捷的金
融服务和全新的网购经历，使
客户体验度得到大幅提升。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过去

信用卡的营销模式存在一定弊
端。一般要大约15天左右，信
用卡才能被最终送至客户手
中。此后，客户何时激活信用
卡，是否会首刷，都是个未知
数，这些客户就成了银行的沉
淀客户，不仅不能为银行带来
价值，还消耗了银行的人力、
财力、时间，提高了信用卡的
运营成本。

而“网络瞬时贷”通过在
选定的地方——— 精选的优质商
户，在恰当的时机——— 客户产
生贷款需求时刻，引入客户快
捷办卡并立即首刷，实现了个
人从非信用卡客户到活跃客户
的直接转变，大幅
降低了银行的不确
定性成本，实现了
营销模式的历史性
创新。

业内专家指出：银行和商
户通过合作开展“网络瞬时
贷”业务，成功开创了一种银
网互动的新模式，打造了互利
共赢的良好格局。

对于银行来说，这项业务
的推出，除了降低成本外，还
通过为特定的人群提供更加细
分的产品市场，满足了客户的
特色性、个性化需求，实现了
精准化营销；对于商户来说，
通过拥有自己的专属消费金融
服务平台，能够提高品牌的知
名度和客户的粘性，既扩大了业
务销售量，又降低了客户的信用
风险，可谓一举两得。

光光大大网网络络瞬瞬时时贷贷 客客户户体体验验新新革革命命

关注方法：打
开微信，点击“魔
法棒”，选择“扫一
扫”，点击关注，即
可添加。

2013年，金银风暴席卷全
球，在起伏多变的金银价格影响
下，金银制品一时间成为最炙手
可热的大众消费品。在2014甲午
马年即将到来之际，由沈阳造币
有限公司铸造、宝泉钱币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的甲午马年贺岁金
银条产品，于10月11日在2013年
国际钱币博览会盛大召开之际
隆重首发。目前全系列产品在中
国银行各网点均有销售。

2013国际钱币博览会是我
国举办的第十八届大型国际性
钱币及相关衍生产品的专业盛
会，由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印
钞造币总公司、中国钱币博物馆
联合主办。在经过近20年的发
展，该活动已成为国际上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专业钱币展会。

此次马年贺岁金银条产品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川蜀青
年国画名家王申勇先生创作，通
过工笔国画的表现形式展现金
银条主题画面，诠释中华马文化
的精髓所在，细致展现骏马静以
观天下，动则揽四海的磅礴气
势。金银条以骏马为主题、以壮
美山河为背景，气厚蕴深，意趣
天成。画面元素通过“牡丹、翠
竹、蟠桃、喜梅、摇钱树”完整展
现的同时，又取富含“平安、太
平”寓意的瓶形图案为依托，使

产品整体风格满溢美好意愿和
祥瑞祝福，既烘托出产品以“国
画绘马”的厚重背景，又突出新
春送福献瑞的吉祥氛围，摆件双
耳上窗棂的镂空展示，巧妙的迎
合了五福临门、开门见喜的美好
寓意，产品从铸造到包装外形的

展示，都尽可能的体现了新春贺
岁主题的喜庆吉祥。

专家称，受国际金银价格影
响，金银制品消费仍将持续高
温，加之元旦及农历新年的来
临，金银制品将在未来一段时间
里持续引导贺岁礼赠产品市场

方向，而马年贺岁金银产品借此
次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首发的机
会，广泛的传播了产品的最新信
息，为中国农历新年巨大的贺岁
市场做足了铺垫，预计其凭借产
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及精湛的铸造
技艺，将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马马年年贺贺岁岁金金条条初初露露芳芳容容
新一轮迎春大戏拉开序幕，全系列产品在中国银行各网点均有售

上市公司

扎堆买理财产品

受银行三季度季末考核
及长假效应的推动，银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率在近期再上
一个台阶。有数据统计显
示，本月前三个交易日发行
的273款1～3月期银行理财产
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达到
4 . 83%，该数据较9月份上升
约0 . 02个百分点。面对持续
走高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手
握大量“闲钱”上市公司的
投资理财热情迅速升温，仅
在上周五，便有南山铝业、
北玻股份、高鸿股份、三星

电气等4家上市公司发布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至
此，在国庆节之后的四个交
易日内，已有多达33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与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有关的消息，相关上市
公司拟动用或已动用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总额高达
61 . 04亿元。在本月宣布购买
投资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
中，有不少已是理财的“老
手”，如东材科技在10月9
日、10月10日连续两天发布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总计投入金额3500万元，而
该公司在今年1～9月份曾连
续发布20份银行理财产品的
购买公告，累积投入金额高

达7 . 25亿元。

多数为提高

资金收益水平

据了解，上市公司用于
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基
本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公
司自有闲置资金，如富安娜
便从公司自有闲置资金中划
拨了3 . 1亿元的额度用于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二是部分今
年来上市的公司存留、没有
明确用途的超募资金，如
2011年9月上市的蒙发利在
IPO阶段超募约10 . 37亿元，
蒙发利将其中的6 . 5亿元资金
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在
论及为何出巨资参与银行理
财产品的投资时，相关上市
公司大多表示是为了“提升
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收益
水平”。

上市公司

理财投资宜适度

对于上市公司扎堆理财
的现状，业内人士仍表示了
一定的担心。广发证券投资
顾问王立才指出，上市公司
将大量的闲置资金投入金融
投资领域说明上市公司缺乏
明确的实体经济投资渠道，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的
宏观经济环境尚未彻底复
苏。若这一趋势变本加厉的
延续，不仅会带来推升金融
泡沫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
实体经济的持续复苏。对于
上市公司而言，将过多的精
力投入理财投资等非主营业
务虽能在短期内提振公司的
盈利规模，但就中长期而
言，有可能对上市公司的基
本面和可持续成长带来负面
影响。

华泰证券投资顾问陈勇
认为，上市公司如过多涉足
金融投资领域，其资产必然
会发生从实物资产到虚拟资
产的变化，加剧公司的经营
风险，而最终的损失，都会
由投资者买单。 (李扬帆)

眼眼红红高高收收益益 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扎扎堆堆理理财财
近期不断走高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不仅令普通投资者趋

之若鹜，同时也让不少上市公司眼红，仅在国庆之后的四个交
易日中就有多达33家上市公司发布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涉及
金额逾60亿元。有业内人士认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将资金大
量投入金融理财领域，虽然能提升公司的短期盈利，但从中长
期而言却对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存在负面影响。

2013年9月，华泰人寿山东分公司
迎来了华泰人寿首届客户服务节活动，
本次客服节的主题是“倾听由心、互动
你我、梦想联动”，在历时一个月的活
动中，通过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互动，达
到回馈客户、服务社会的初衷。

华泰人寿山东分公司借本次客户
服务节活动，进一步宣扬了公司针对理
赔服务的“十二大理赔举措”，展现了
山东分公司开业5年来在提供保障方面
作出的贡献，使公司广大客户通过客服
节活动这一载体认识保险，走进华泰。

华泰人寿山东分公司通过不断完
善公司客户服务水平为广大客户送去
欢乐、平安、幸福。通过一系列的回馈
活动，为客户创造一种和谐、健康的幸
福生活。

华泰人寿山东分公司

举办首届客户服务节

财金资讯

胤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金融服务
业为切入点，通过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
为高收入净值人群提供一站式理财服务。
胤祥资产是行业领先的从事个人投资咨
询与管理的专业性服务平台，推出“个人
对个人”(P2P)的财富管理服务。

胤祥资产 理财首选
P2P理财，预期年收益12%-16%

财富热线：0531--88111989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万达广场写字
楼B座1608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为答谢新老客户，来电咨询均可领取

精美礼品！

胤祥资产理财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 期限 预期年收益

胤祥运 3个月 12%

胤祥通 6个月 14%

胤祥宝 12个月 16%

10月13日，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第
十届客服节开幕式在山东大厦隆重举
行，开幕式以“还泉城一片蓝天”为主
题举办了环保创意比赛。活动由主办方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
公司联合山东网络电视台、山东IPTV共
同举办，经过严格的海选、复审，本次
活动选拔出20个优秀家庭作品，入围家
庭在活动现场展示了他们对环保的认
知、环保创意、理念。

一年一度的客服节是平安产险回馈
客户、回馈社会的集中体现。在客服节
期间通过开展惠购品牌车、金秋自驾
游、寻找最美平安车主、微信互动、女
性时尚圈等活动，让更多客户享受平安
的增值服务。针对团体客户，今年客服
节还将组织团体客户防灾减损、金秋送
平安等活动，为各行业的优秀企业创造
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实现平安与客户的
双赢。

此外，客服节期间，平安产险将组
织内部十佳服务标兵和服务窗口评比。
通过比拼和竞赛提升技能，营造赶学超
的服务氛围，通过发挥优秀服务示范作
用，营造良好服务氛围，激励各系列服
务人员提升服务水平，提升客户体验。

据悉，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将会以
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中国平安
“低碳100”行动，大力推动平安内部、
广大客户及公众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
身体力行的参与环保事业。未来，平安
还将积极尝试多种方式，为更多的员工
与客户提供参与机会，与大家共同建设
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

举办第十届客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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