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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齐鲁财金

银行基金公司联手重磅出击

中中信信““薪薪金金煲煲””货货基基可可当当现现金金用用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济南、
郑州、成都以及广州的客户将可从4
月28日起前往中信银行网点购买信
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并签约“薪
金煲”服务，待5月中旬自动开通“薪
金煲”功能。其他地区的客户也将于
5月中旬开通“薪金煲”业务，实现网
点柜面签约及网上银行签约。

货基可当现金用

消费投资一个都不少

相较于互联网宝宝们的申赎和
消费局限，中信银行“薪金煲”业务在
安全性、便捷性、功能性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升级，最大突破点在于其所对
接的货币基金，无需再主动申请赎
回，便可以在全国各家银行的ATM机
上直接取款或是POS机刷卡消费，更
通俗地说“实现货币基金的收益，享
受现金的便利”。不同于单纯现金，借
助薪金煲业务，可大大提升客户对现
金资产的管理能力，让客户既享受到
活期存款的便利，又可获得投资理财

的收益，还可获得消费使用的便利，
并为客户提供很好的体验。

事实上，客户只需一次性签署
中信银行“薪金煲”业务开通协议，设
定一个不低于1000元的账户保底余
额，无需客户“主动”购买，账上“保底
余额”之外的活期资金将每日自动
申购货币基金，最小认购额为0 . 01
元，从而最大程度提高闲置资金的
收益水平。而当客户需要使用资金
时，也无需再发出赎回指令，中信银
行的后台会自动实现货币基金的快
速赎回，用以满足客户的实时取现、
消费或转账等各类支付需求。而“货
基可当现金用”也是中信银行“薪金
煲”业务的最大创新，甚至与互联网
金融产品相比，还要更快捷便利。此
次中信银行“薪金煲”产品支持T+0
赎回，24小时均可实时实现，单个账
户单日赎回额度上限为50万元。

强强联手

中信客户首尝鲜

中信银行此次选择嘉实基金
和信诚基金作为首批合作对象，
嘉实基金为行业领头羊，拥有丰
富的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经验；
信诚基金为行业新贵表现不俗，
且与中信银行同属中信集团。

最新资料显示，嘉实基金为中
信“薪金煲”量身定制的嘉实薪金
宝货币基金已于4月2 3日一天闪
电结束发行，验资成立后即可开
始投资。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将于4月28日开始发行，首发地
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济
南、郑州、成都以及广州中信银行
旗舰网点，客户可于当日前往中
信银行购买信诚薪金宝基金，并
签约“薪金煲”业务。待5月中旬两
支首发基金封闭期结束后，中信
银行将在全国打开“薪金煲”功
能，同时实现全部网点柜面签约
及网上银行签约。

可以预见，“薪金煲”业务，以
其更智能的申赎模式、更稳健的投
资收益、更便利的支付效果，成为
家庭余额理财的优先选择，同时中
信银行也将致力于与优质同业机
构的持续深入合作，整合投资理
财、消费信贷等业务，实现其零售
业务的战略布局，为客户提供真正
的“幸福财富”体验。

继中信银行“幸福财富”品牌推出后，中信银行将携手嘉实基金、信诚
基金，在业内强势推出“薪金煲”业务。“薪金煲”作为三方共同设计并打造
的业内功能领先、客户体验优质的现金管理工具，可实现余额理财、实时申
购份额确认、ATM取款、转账、消费自动赎回、每日收益结转等强大功能。

网银交易成本是柜台的近1/
30，低成本优势明显。自确立打造
“网络里的光大银行”发展战略
后，光大银行全面推进网络金融、
移动金融、开放金融等平台建设。
光大银行最新年报显示，2013年光
大银行电子银行客户规模和交易金
额大幅增长，截至2013年底，该行
电子银行客户量达3391万户，较去
年同期增长112%；电子渠道交易
金 额 达 2 6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83%，电子银行交易柜台分流率
近90%，处于同业领先水平。手机银
行与个人网银客户量已双双突破
1 0 0 0万，其中手机银行客户量为
2012年的近4倍，网银客户量实现翻
番。

客户体验优先

光大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提供
了丰富全面的功能性和便捷性体
验。对于个人用户，通过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 iPhone和安卓客户
端，账户管理、投资理财、转账汇

款、资金归集、充值缴费、个人贷
款、信用卡还款等业务，均可轻松
几步快速完成，还可结合手机定位
功能，查询周边最近营业网点、
ATM自助设备、最近优惠活动等。

对于企业用户，通过电子化服
务渠道，可以很大程度提高企业财
务管理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截至
2013年底，光大银行对公网银客户
已突破24万户；中央财政授权支付
网上银行业务累计支付金额超过
400亿元，网银支付金额稳居同业
第一。

网上营业厅落户淘宝

“瑶瑶缴费”是光大银行融合
互联网思维卖“萌”的开端，最新
数据显示，其客户注册量已突破
150万户。“瑶瑶缴费”APP涵盖了
水、电、燃气、加油卡、手机充值、有
线电视、通讯费等八大类约300项缴
费充值业务。同时，它还是一个全新
开放式的手机缴费公共平台，无论
哪家银行卡都可以使用。去年，光大
银行在淘宝开设的“光大网上营业
厅”，为客户提供了新的互联网入
口，更是迈出了互联网金融的第一
步。近期，光大银行还与百
度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拟深入推进互联网金融领
域的合作。

现有银行服务将全面“触网”

继在淘宝开设网上营业厅、与
百度签署战略框架协议深入进行金
融产品销售与缴费等合作后，光大银
行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建设。

金融互联网化是第一步，现有
银行服务将尽可能全面“触网”，重
点针对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海量客
户，根据客户属性及行为习惯、兴趣
爱好等动态特征，提升为客户提供7
*24小时连续在线服务的能力，通过
互联网等开放平台来满足业务发展
需要，建立“网络里的光大银行”。

“未来光大银行将进一步加强
与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让银行
植入互联网基因，通过渠道、产品和
服务模式的创新来有序推进光大银
行的电子银行发展战略。同时，对互
联网金融的风险将进行有效识别和
管理，建立创新——— 规范——— 再创
新——— 再规范的良性循环金融生态
环境。同时围绕‘客户、渠道、产品’
三个维度，重点打造网络金融、移动
金融、开放金融立体化服务与营销
体系，倾力打造‘网络里的光大银
行’”，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打打造造““网网络络里里的的银银行行””

光大银行提示您

关注济南分行微信公

众平台。关注方法：打

开微信，点击“发现”，

选择“扫一扫”，扫描

成功后点击关注，即

可添加。

日前，“温州土豪嫁女，近千万建
国钞当嫁妆”的消息被报道后，迅速引
发大众的聚焦关注。听说过送股票、送
现金、送房、送车的，用这么多建国钞
做“嫁妆”真没听说过。究竟这建国钞
是什么？缘何如此值钱？业内资深钱币
收藏专家表示，建国钞之所以市场价
值高，关键在于其独占“开国第一钞”
的美誉，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独占“开国第一钞”龙头地位

收藏价值不可限量

随着钱币收藏热升温，越来越多
的人投身其中，而在市场上也相继传
出旧版人民币、各类纪念钞、纪念册
创出天价的消息，让很多人产生出

“当年为何不收藏”的后悔心理。
据悉，建国50周年纪念钞均为限

量溢价发行，并且其发行与人民币一
样，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批准，具有
极高的权威性，从面市的那天起，就被
集藏爱好者赋予极高的收藏、投资价

值。因此，建国50周年纪念钞不仅是可
以流通的合法货币，更是具有“天生”
的藏品属性，可以说人们最开始接触
时，就知道它更应该用来收藏。

知名钱币收藏专家如意表示，
收藏讲究“藏头不藏尾”。建国50周
年纪念钞是我国第一次发行纪念
钞，面值为50元，是可以流通的法定
货币。建国钞只在1999年发行，建国
55周年、60周年都没有发行，第二枚
建国钞何时发行还很难说。

单张不如百连号

“特殊号码”难复制是收藏关键

“相较普通消费者来说，建国50
周年纪念钞或许有些陌生，但对于
钱币集藏爱好者来讲，这其实是近年
来升值很快的黑马品种。”钱币收藏
专家如意介绍，收藏界讲究“连号为
王”，单张不如百连号(1刀)，稀缺的

“特殊号码”往往更具收藏投资价值。
笔者在钱币市场走访时了解到，建

国50周年纪念钞“百连号”的搜集难度
非常的大，收藏难度很高，很多人要想
收藏也只能收藏到单张的，能够拿到
全新全品相“百连号”的藏家很少。物
以稀为贵，能够有收藏到建国50周年纪
念钞“百连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

升值潜力大的黑马品种

建国钞迎来收藏黄金时机

钱币收藏专家如意分析指出，由
于在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挂牌，
大量建国50周年纪念钞入库托管而
不再流通，现在市场的货量已不像从
前那般随手可得。建国50周年纪念钞
的长期持有者，大部分除抱着升值的
心态去购买外，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
种纪念品而保存。不过仍有不少投资
者依然保持着短期投资的心理，出手
入手较为频繁。正是这种交错迥异的
市场现象，预计建国50周年纪念钞后
期价格将有望继续上涨。目前，中国
银行各主要网点均有建国钞销售。

独占“开国第一钞”的美誉 收藏价值巨大

中中行行各各主主要要网网点点代代销销建建国国钞钞

笔者从青岛银行获悉，该
行近期推出“逢8就发 钱潮
系列”高预期收益理财产品，
每月的8号、18号、28号定期发
售。目前已发售的4期购买起
点为10万元-20万元，预期收
益6 . 3%-6 . 4%。

该行理财经理提醒大家：
“钱潮系列理财产品目前只能
在柜台购买，且属限量销售，
如果广大市民想享受这一高
收益产品，最好提前到青岛银
行济南分行各网点开立银行
卡并签订理财购买协议，以免
发售当日因开卡等程序耽误
抢购。”

近期短期理财收益率全
面告别“6”时代，青岛银行已

发行的四期“钱潮系列”理财
产品均在发行当日上午售罄。

如果您是青岛银行的客
户又没有时间去柜台购买，青
岛银行对网银开放的各期理
财产品同样可以为您带来不
错的预期收益，如正在发售的
两期百万起点的“尊享系列”
产品最高预期达5 . 95%，5万
起点的“创赢系列”最高预期
收益也有5 . 85%，这些产品客
户们均可使用青岛银行网银
轻松购买。

青岛银行济南分行理财
专线：81269700/11/22/33/55
/66

(青岛银行提醒您：理财
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亲亲，，你你还还淡淡定定吗吗
青岛银行推出预期收益6 .4%理财产品

继预警债权投资计划的
潜在风险后，保监会22日又
进一步下发了《关于保险资
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
关事项 的 通 知 ( 征 求 意 见
稿)》。据悉，自保监会2012年
放开保险资金可投资集合信

托计划以来，险资投资信托
计划的规模猛增。而伴随“信
托违约事件”等投资风险的
不断暴露，监管层对于巨量
险资投资到信托计划中的风
险关注度也在不断升级。

(本综)

险险资资投投资资集集合合信信托托规规模模猛猛增增
保保监监会会将将出出监监管管新新规规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改善，社会保险意识日益
提升，保险逐渐成为一种生
活必需品。同时，国家也在大
力倡导商业保险，为商业保
险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政策。保险行业犹如早晨的
太阳蒸蒸日上。

在公司开展健康关爱季
活动之际，山东新华保险公
司为有梦想想成功的人士开
启了“新华企业家”大型寿险
顾问招募活动。如果您具备
以下素质，我们给您平台，助
您飞得更高。

胆识：善于选择 赢向
未来。余世维曾说过：一个人
有胆识，外在表现就是强势、
果断、冒险，有胆识的人在需
要力排众议的时候，不会瞻
前顾后。

学习：善于学习 自我升
华。荀子曰，“学不可以已”。从
企业家到整个企业必须是持
续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
和终身学习。完善的培训体系
让你无限充实自己，不断进
步，完善自我，升华自我！

合作：精于合作 团队
共赢。德·叔本华说过，单个
的人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
泊的鲁滨逊一样，只有同别人
在一起，他才能完成许多事
业。新华保险以“唯德才兼备
者为用”的用人理念，培育了
几十万名专业的销售队伍，其
中诞生了以全国人大代表金
爱丽总监为代表的典范人物，
其旗下近七千人的团队成为
中国最大的销售团队。

执着：智于坚持 马到
成功。英特尔总裁葛洛夫说，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新华
保险自成立以打造了一批朝

气蓬勃、志存高远的销售精
英，特别是以章照莲为代表
的一线精英，实现了连续152
个月每月保费过万的记录。
目前该活动已在全省如火如
荼地开展，您可以到当地新
华保险公司进行详细了解。
我们期待您的加盟，愿与您
共同成长，成就梦想。

相关链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新华保险”)成立
于1996年9月。拥有新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家
园养老企业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和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子公司。2011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步上市。2013

年，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人民币1036 . 4亿元，继续保持
行业三甲地位。为约2976 . 9

万名个人寿险客户和约6 . 2万
名机构客户提供了各类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及养老保险服务。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于
2001年4月正式成立，新华保
险系统内的“大型舰船”。
2 0 1 3年实现总保费 7 3亿多
元，据山东寿险市场第三
位，已为数百万客户提供了
涵盖全生命周期的保险服
务。值此新华保险山东分公
司司庆13周年、新华保险济南
健康管理中心(新华卓越健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公
司)即将开业之际，为答谢客
户多年来对公司的相知相
守，公司推出以“健康新语、
关爱为你”为主题的健康关
爱季系列活动，包含新华交
响乐团走进泉城、新华环保
行、健康产品惠民、“新华企
业家”招募等活动回馈社会。

““新新华华企企业业家家””大大型型寿寿险险顾顾问问
招招募募活活动动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新新华华保保险险健健康康关关爱爱季季之之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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