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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读者晒理财心得

克克制制欲欲望望““卡卡奴奴””变变““卡卡主主””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申请

到了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对于
刚走出校门的我来说，有一万多
的资金可以灵活使用，顿时觉得
生活多姿多彩了许多。而每月收
到对账单那几天，又会觉得生活
黯然失色。在使用信用卡的这两
年里，我也由信用卡的奴隶变成
了它的主人。

在拿到信用卡的那几天，几
乎无时不刻不在考虑怎么消费，
淘宝也通过快捷支付绑定了信用
卡，那时天天都会有快递送来。去
商场购物，去餐馆吃饭，最关注的
竟是能否用信用卡结算？像是唤
醒了购物的小恶魔，不刷卡就难
受。

一个月之后，银行寄来了对
账单，面对6000多的应还款，我一
下愣住了。对一个工资仅有2500
的职场菜鸟来说，这一数字犹如

一个天文数字。而银行的对账单
却实打实地记录着上一个月辉煌
的“败家”战绩。见不着钱的花钱
方式，激起了疯狂的购物欲望，但
也造成了自身理性消费的麻痹。

在面对如此“大”的“债务”面
前，我果断选择了6个月的分期还
款，也因此过上了漫长的还债生
活。工资除了房租生活费，就是信
用卡还款。

经历了这一
番教训之后，我开
始慢慢领悟，不能
沦为它的奴隶，而
要真正将它的作
用发挥到最大。随
后，我认真研究信
用卡的优惠活动，
有合适的就去蹭
便宜。比如，信用
卡五折看电影之

类的，果断会选择用信用卡。去商
场购物，如果非买不可的才会选择
刷信用卡，把更多的头脑一热，变
成理性的三思而后“刷”。之后的刷
卡生活，也成为与欲望作战的生
活，也实现了“卡奴”向“卡主”的转
变。(读者 孟佳)(该读者可获得本
报提供的礼品一份,即日起15日内,

可与本报联系。)

提升保险服务质量 维护保险消费者权益

政政策策性性农农业业保保险险：：农农户户的的保保护护伞伞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

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
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
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
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
责任的保险活动。

目前在滨州市开展的农业保
险基本上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也
就是保费的80%由各级政府进行
补贴，农户只负担保费的20%。滨
州市自2008年开展政策性农业试
点工作以来，试点区域从最初的4
个县扩大到今年的全部县区；参
与公司从3家扩大到了4家；参保
品种也从最初的小麦等3种扩大
到了今年的9种；理赔款也由最初
发放到村集体变成了现在直接支
付到农户个人。

近几年来，滨州市农业生产屡

屡遭受重特大灾害天气，2011年8
月，我市普降大到暴雨、2012年台
风‘达维’袭击我市、2013年7月，我
市出现连续强降雨等恶劣天气，这
些恶劣天气对我市部分县区的农
业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农作
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面对这
些突发灾害，我市各农险承保公司
纷纷行动起来，积极组织人员进行
查勘定损工作，尽早确定理赔金
额，及早将赔款发放到农户手中。
为了提高查勘速度，安华农险滨州
中心支公司2013年还在我市首次
使用了无人机对主要受灾地块进
行了空中查勘，测量受灾面积，弥
补了人工查勘中存在的部分受灾
区域无法实地查勘的问题，大大提
高了农险理赔查勘的效率。

由于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采
用了“低费率、低保障、广覆盖”的

工作思路，因此在农作物受灾后，
广大农户都感觉赔偿数额比较
低，特别是一些种粮大户感觉就
更为明显。目前人保财险山东分
公司已在我省开始试点商业性农
业保险，农户可以在政策性农业
保险基础上，再次购买商业性农
业保险来为自己再加一道“保
险”。

根据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的
统计，6年来，参与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公司共支付赔款达2 . 49亿
元，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有
效手段，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保证
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经济、保障粮
食生产安全和农民收益、提高农
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成功实现了财政
资金投入的放大效应。

(通讯员 王前进)

工商银行无棣支行 信用卡分期付款成绩斐然

2014年旺季期间，工商银行无
棣支行早行动、早安排，2014年3月
份成功营销了辖内某大型企业集
团总公司的代发工资及信用卡车
位分期付款业务。

某大型企业集团总公司是国
有大型企业，现有职工5000人以
上，一直是各家银行争夺的优质
客户。今年以来，该行利用其修建
住宅小区的机会，持续跟踪营销，
积极宣传推介业务产品及优势，
借助对优质客户授信额度高、分
期付款手续费低等优势，成功营
销其住宅小区的车位分期付款业

务，营销信用卡达1000余张，分期
付款总额达7000余万元。目前，首
批231张信用卡已全部启用并办
理网上银行及WAP手机银行，
1617万元车位分期付款已成功发
放，第二批500余张信用卡及牡丹
卡专项分期付款合同的面签工作
也已完成，现正处于信用卡录入
阶段，预计全部1000余户的信用
卡及车位分期付款将于2014年4
月中旬全部完成，并实现网上银
行及手机银行全覆盖。以此项营
销活动为契机，该行进一步深度
挖掘，同步为其所有职工批量办

理了灵通卡芯片卡，将其代发工
资转移到该行。

通过此次车位分期付款业务
的营销，提升了该支行竞争力，扩
大了工行产品影响力，为产品营销
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
下一步的牡丹卡分期付款业务积
累了经验，接下来，该支行将继续
大力宣传，充分利用成功办理本次
车位分期付款的契机，做大做好信
用卡分期付款业务，提升支行的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分期付款
业务的发展速度。

(通讯员 孙文忠 马燕)

公司理财业务是指招行向
依法具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
质的对公客户提供理财产品或
理财方案的业务活动。

【产品优势】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业务具

有完善的管理架构，严格的风控
机制、丰富的投资经验，卓越的
资产池分类管理能力，最大程度
保障客户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
性。

完美的收益兑付：自2006年
推出首支公司理财产品以来，每
一只产品都在约定的时间以约
定的收益率返还本息，不存在零
收益、负收益产品；

完善的产品体系：涵盖不同
流动性、不同风险程度、不同期
限、不同收益的各类产品，并可
根据大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单
一产品。

品牌的先发优势：招商银
行率先于2006年在国内市场推
出针对企业客户的“公司理财
业务”，通过打造市场中最专
业、最成熟的理财品牌，引导受
众树立全局的公司理财观念，
为客户实现个性化、立方式的
资金增值；

【产品简介】
滚动发行产品：

点金池产品：申购实时起
息，赎回实时到账，具有完美流
动性，一般都有一定比例的大
额赎回 限 制 ( 近 期收益 率 ：
3 . 85%)

步步生金产品：不保本，期
限越长收益率越高(31天可达
4.8%，61天可达5.0%)

金益求金产品：净值型产
品，短期可能亏损，长期收益较
高，每周二开放申购赎回，有大
额赎回 限 制 ( 近 期收益 率 ：
6.96%)

黄金周产品：每周固定时间
起息、到账(近期收益率：4.35%)
集合产品：

每天至少一支产品起售，一
支产品起息，非标准期限，收益
较滚动发行产品更高。
单一产品：

针对大客户个性化需求单
一定制，产品期限、收益等要素
需与总行逐笔确认。
专属产品：

针对不同客群特征为其量
身打造的专属产品

(通讯员 张然)

东东风风悦悦达达起起亚亚KK33SS联联袂袂李李敏敏镐镐型型动动上上市市
4月12日，备受瞩目的东风悦

达起亚K3S于滨州地区型动上
市，东风悦达起亚厂家代表、滨州
地区经销商代表及省内各主流媒
体参加了上市发布会。K3S不仅
传承了Design Kia设计语言赋予
K系列车型的动感基因，更融汇
新锐的灵动风格、领先的动力科
技、越级的乘用空间和卓越的产
品品质，重新定义了五门车型的
潮流风向，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全
新的驾享体验。

由长腿欧巴李敏镐代言的
K3S共有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0 . 18万—15 . 18万，车身拥有透
明白、新雅蓝、暗樱红等七种颜
色，并提供全黑、黑米和黑棕三种
内饰风格，为消费者带来丰富多
彩的差异化选择。K3S的目标人

群是追求快乐、率性果敢、充满自
信且掌控自我的年轻一代，东风
悦达起亚凭借对用户诉求的敏锐
洞察和精准把握，启用韩国最具
人气的亚洲男神李敏镐为代言
人，他与同样深具明星气质的
K3S互相辉映且高度契合，势必

全面提升品牌
号召力，掀起一
场五门时尚车
型的新风潮。据
厂家代表介绍，
选择在滨州地
区区域上市，就
是为了让当地
消费者能够第
一 时 间 领 略
K3S全面越级
的型动魅力，以

表达企业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
东风悦达起亚的滨州地区车友的
感激之情。

K3S以简约直线美学为蓝
本，汲取艺术灵感，运用恰到好处
的比例与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
出独具魅力的动感气息，动静之

间散发优雅灵动的新锐美感。
K3S拥有傲视同侪的车身尺寸：
长4,365 mm，宽1,780 mm，高1,
460 mm，更具有2,700 mm的同
级领先轴距，打造出理想化的内
舱空间，大幅提升舒适性。K3S的
储物表现同样做到了空间利用的
最大化，6:4分离座椅能够营造出
最大1500L以上的行李箱空间，方
便大件物品的摆放，让车主出行
更加游刃有余。

东风悦达起亚洞悉年轻消费
者对科技感和高贵感的追求，为
K3S搭载众多越级的智能科技配
置，再次引领科技标准。K3S不仅
配备8英寸大屏幕导航仪，其触屏
高级音响系统兼具倒车影像功
能，配合可显示图文的超级仪表
盘，在提升可视性的同时，也方便

了车主的操作。K3S还配有带记
忆功能的驾驶席真皮电动座椅、
加热方向盘、双区独立空调及后
排空调出风口等舒适性配置，并
提供美观实用的感应式饰品型智
能钥匙，让车主独享不凡格调。

K3S诞生于起亚汽车最新全
球平台，采用1 . 6L黄金排量，搭载
最新的起亚伽马发动机。其进气
门和排气门会自动进行延时开启
和关闭，使充气量始终达到饱和
状态，实现最佳燃油混合比，爆发
出可达128马力的最大功率和156
牛米的峰值扭矩，动力强劲且燃
油经济性突出。K3S的传动系统
使用6速手动或6速自动变速箱，
与发动机完美匹配，变速冲击极
小，换挡平顺自如，进一步提升性
能并节约油耗。

“财富管理，资产增值”
招行公司理财为您点石成金

无论您是刚踏上工作岗位的职场新人、刚
拥有甜蜜婚姻的小两口、还是三口之家的成熟
家庭，肯定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财困惑。

即日起，本报将和专业理财师为您打造专
属的理财规划，您还可以将自己的理财心得同广大读者
一同分享。

参与方式：
将您的财务状况和理财目标以文字方式发送给

我们，需注名电话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与
我们联系：

1 .邮箱79324091@qq.com
2 .通信地址：滨城区黄河十路渤

海九路锦城大厦八楼齐鲁晚报今日
滨州金融工作室

3 .加微信
参与活动者，将有礼品相赠。

您的理财规划可享“私人定制”

兴业银行发售多款理财产品
据悉 ,即日起至4月22日

期间 , 兴业银行推出私人银
行专属人民币理财产品 ,投
资起点100万元 ,88天-182天
理财期限 , 预计年化收益率
最高可达6 . 7%。

即日起至4月22日，兴业
银行代理类理财产品中邮核

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也值得大家关注。

与此同时，兴业银行在
售多款“天天万利宝”系列理
财产品，5万起点，14天-365
天多种理财期限任您选，预
期 年 化 收 益 最 高 可 达
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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