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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事会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前后)

金金价价跳跳水水市市民民投投资资积积极极性性增增强强

自广发信用卡推出“积分换购”以
来，以往被持卡人当成“鸡肋”的信用
卡积分“变身”成了“钱”，无论是美食
佳肴，还是日用百货，都可以用积分直
接埋单。不少消费者表示，广发信用卡
积分不仅换购商品种类多，而且换购
的地点就在身边，既方便又快捷。

此外，“积分换购”的商户品牌也
是多种多样，其中不乏知名商户。汉堡
王、太平洋咖啡、GODIVA、赛百味、圣
安娜、DQ冰雪皇后、肯德基、OK便利
店等等，都是“积分换购”的加盟伙伴，
极大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与所需。

用卡达人李先生表示，“我的信

用卡积分有好几万，之前银行提供的
积分兑换的礼品种类不多，又有固定
数值的兑换限制，我很少用积分去换
礼品。现在广发信用卡积分除了可以
在广发商城兑换丰富的商品，还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当钱花，实在是太
给力了！”

信用卡积分当“钱”花 开启积分新时代天弘基金奇招纳贤《职来职往》首秀即爆灯揽得人才

基金业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
行业，人才是其核心竞争力，如何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已成为制约
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基
金从业人员流动性加剧，人才争夺
战不断升级。善于创新的天弘基金
近日在人才招聘方面再施奇招，打

破传统的猎头招聘模式，参与《职
来职往》职场真人秀节目寻求精
英，首次亮相即成功揽得一名数据
人才。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充满
激情的团队+市场化的激励方式，
集三大优势于一身，天弘基金的综
合实力未来仍将稳步提升。

新华保险“金彩一生”——— 保险新政下的亮丽作品

2014年8月13日，被保险业称为
新“国十条”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正
式发布，这是根据7月9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要求而制定的纲领性文件，
一时间关于“保险业之春”的欢呼
声响彻云霄。

就在《意见》发布之后两天，
新华保险重磅推出年金产品“金
彩一生终身年金保险理财计划”
(简称“金彩一生”)，融合了费率市
场化、商业养老、拓宽投资渠道等
诸多有利条件，涵盖保险理财、养
老、长期规划等功能，成为新政光
辉照耀下的亮丽作品。

据悉，“金彩一生”的客户群
定位为中高收入人士，是一款利
益清晰明确、稳健增值、侧重养老
的终身年金保险计划。该计划由
主险“金彩一生终身年金保险”和
附加险“附加随意领年金保险(万
能型)”组合而成，其中主险为费率
市场化改革后的普通型终身年金
产品，附加险是具有最低保证利
率的万能险产品，具有四大鲜明
特色：

第一，锁定利益
作为费率市场化新产品，“金

彩一生”主险预定利率较高，利益
清晰明确。合同约定给付时间与
给付比例，犹豫期后给付首期保
费的10%，60周岁前每两年给付基
本保额的10%，60周岁开始每年给
付基本保额的20%，固定领取毫无
悬念。

第二，终身享福
“金彩一生”为终身年金产

品，功能侧重养老，自被保险人60
周岁开始，养老年金的给付频率
和给付比例双加速，为消费者提
供伴随终身的资金支持，满足全
生命周期财富管理需求，规避长
寿风险。

第三，传承财富
“金彩一生”主险身故保险金

不低于所交保费，生前多领多得、
享受生活，身后安心传家。前期给
付的资金可用于家庭生活规划，
后期是养老金的有力补充，身故
金可留给后辈，有效保证资金安
全，传承财富。

第四，加速回报

“金彩一生”是普通型年金产
品与万能型保险的巧妙组合。主
险的各项生存类保险金自动进入
附加万能险账户，以月复利方式
累积增值。附加万能险账户每月
公布结算利息(最低保证利率为年
利率2 .5%)，利益清晰透明，投保人
可以灵活支配。

目前国内理财市场发展迅速，
除银行理财、股票、基金等大众主
流的投资产品之外，互联网金融来
势汹汹，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理财
选择。调查显示，受金融市场波动、
政策调整和企业经营风险等因素
影响，国内投资者，特别是高净值
群体已将“财富保障”作为首要的
财富目标，并且将保险作为主要保
障和风险分散手段。

面对复杂的理财环境和未来
严峻的养老形势，全面考虑人生需
求，合理规划资金以弥补退休后养
老金的不足，已成为个人理财的重
要目标。新华保险“金彩一生”正是
以满足个人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
理需求出发，明确固定利益，产品
设计更倾向于消费者，为消费者提
前锁定未来的品质生活。

新华保险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400万元

“大灾面前有大爱。”近日，新华
保险宣布通过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联合设立的“新华保险妇女儿童
关爱基金”，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
4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人民抗震救
灾、重建家园。

云南鲁甸县于8月3日发生6.5级
地震后，新华保险第一时间启动重大
突发事件I级响应，并同时发布了十
大承诺，为灾区客户提供包括无保单
理赔、简化事故证明及伤残手续、取
消定点医院及自付药品限制、小金额
现场理赔等在内的十项便捷服务。

目前，新华保险已确认3名客户
身故，预计赔付身故保险金额30万
元。新华保险理赔服务应急响应队
伍也已抵达鲁甸，并在当地设置了
理赔报案咨询点，现场实施客户排
查、接受报案并指导理赔。与此同
时，新华保险每天都在根据提取到
的震区保单信息开展电话回访等服
务，确认客户安全情况。此外，新华
保险还通过在公共场所发布服务公
告、在95567电话中心开设鲁甸地震
报案专属通道等形式，7*24小时不
间断地接受客户报案及咨询。

2006年以来，新华保险通过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向甘肃、内蒙古
等严重缺水地区累计捐款1000万
元；2013年，新华保险与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合作设立了“新华保险妇
女儿童关爱基金”，基金规模总计
1300余万元，包括新华保险女性关
爱基金、母亲邮包项目、雅安地震灾
区校园安全饮水项目，为改善妇女
儿童生活、为社会增添和谐安宁力
量做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目前，“新华保险妇女儿童
关爱基金”下各项目均稳步推进并
取得实效。新华保险女性关爱基金
在北京、上海、山东、陕西等试点省
市开展女性健康大讲堂、青年女性
职业飞翔计划、暖流行动等活动，发
展女性健康事业，促进家庭关系和
谐与社会稳定；关爱基金所购邮包
已经送达全国17个区/县/旗，259个
乡/镇，1975个村/社区的25800个贫
困母亲家庭手中；雅安地震灾区已
有31所学校安装永久性安全饮水设
施、洗手设施，并开展校园健康教育
及健康促进活动，改善学校饮水和
环境卫生整体状况。此外，新华保险
还曾向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
区捐款达2100万元。

本报聊城8月21日讯(记者
张召旭) 最近一段时间受地缘政
治因素和经济数据影响,黄金价格
变动较大,市民投资贵金属的积极
性增加。聊城一些投资者准备找
准时机进场。

8月5日至14日，国际金价由
1288 .16美元/盎司的地位开始攀
升，14日涨至1313美元/盎司，但很
快金价再度跳水，近15日当天金
价就有1312 . 66美元/盎司跌至
1292.4美元，跌幅达到了0.66%，到
目前金价还在持续下跌，21日曾
一度跌至1278美元。

市民郭先生说，他曾长时间
做黄金投资,今年黄金一直相对低
迷,他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做了。
他认为巴以冲突和乌克兰的局势
紧张,贵金属的避险功能凸显,因此
有可能反弹，他目前已经重新开
始做起了黄金投资。

郭先生说,在乌克兰政府军宣
布包围反政府武装并拒绝和解之
后,民间武装也强硬表态将抵抗到
底。伊拉克战争形势未来仍比较

严峻,不排除战争扩大化的可能。
“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长久
且复杂的因素,不过动荡局势引发
避险需求却是必然逻辑。”郭先生
说，和他相熟的一些黄金投资者，
目前都已经蠢蠢欲动，毕竟目前
金价处于低位，很适合购进。

除此之外,经济数据是影响贵
金属走势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
持续复苏,加息预期或将提前推出
的强烈预期会对贵金属走势产生
重要影响。而欧元区复苏依然力
度疲软且脆弱不堪。

“据说黄金的成本价在1150-

1200美元/盎司,现在是1310美元左
右,如果找个低点进入的话应该不
错。”郭先生说,同样做贵金属投资
的朋友觉得黄金趋于成本价是大
家活跃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一位
业内人士指出,有时候贵金属的成
本也是伪命题,跌破成本的情况也
存在。

对于本周黄金的操作建议,理
财专家支出，实物黄金,金商近期
对冲点放在1330美元附近,大量囤
货暂仍然勿着急入场。首饰消费
者,依旧不着急购买,期待年内低点
价格。

理理财财产产品品下下个个月月收收益益或或迎迎小小高高潮潮
投资者应多关注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发售的信息

近日，市场资金面
整体宽松的背景下，各
大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量整体走低，预期收益
也延续走低，而进入8
月份后仍然起色不多。

理财专家认为，进
入9月后，不少银行理
财产品和集合信托产
品将迎来还本付息的
高峰，进而会推高理财
产品收益，因此，建议
投资者短期可选择3个
月的中期理财产品，静
候年末及新年的收益
反弹。

进入“小时代”

理财收益走低

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宽松，银行
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正在回落
到此前相对较低的区间，未来较长
一段时期内，银行理财市场上将难
见到高收益产品。目前的市场已经
很难找到一年期以上年化收益率
6%的产品了。

今年4月份一年期产品开始跌
破6%之后，就一直没有起色，即使
是二季度末的理财大战中，也因为
货币环境的宽松预期，收益一直比
较疲软，由此基本可以认定长期限
理财产品在今年年内恐怕是与6%
无缘了。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仍然会呈现下行
趋势。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投资喜
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沈阳某股份制银行的理财经理说。

9月后理财收益

或迎小高潮

其实，每到月末、季末、年末的
时候，理财市场收益总会起来一
点。今年因为市场资金面整体宽
松，月末效应不明显，银行理财市
场集体“跳水”也不意外。7月份以
来，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整体
走低，预期收益也延续走低，而进
入8月份后仍然起色不多。

不过，9月份后半月会高一点，

3季度的考核时点相对重要一些，
理财产品和集合信托产品将迎来
还本付息的高峰，进而高理财产品
或能出现。要买到高收益理财产
品，市民最好先到银行去预约，预
约方式有现场、电话和网上等。

银行理财专家建议投资者多
关注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发售的信
息。

可选3个月至半年期

理财产品

投资者可选择 2到 3个月的
中期理财产品，届时在年底到
期，正好可以接上年末高收益
产品的推出。抗风险能力较强
的投资者可以关注银行推出的

资管、信托类产品，目前该类产
品年化收益率在6%—8%左右。
不过投资期限最短在1年，相对
普通理财产品而言风险较高。

据统计，近期在售的结构
性理财产品中，外资银行和中
资银行的产品各占半壁江山。
从这些理财产品的设计看，与
以往大部分产品挂钩汇率和利
率不同，挂钩股票、基金、大宗
商品及相关指数的产品占绝大
部分。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未来
银行不排除发行更多的挂钩相
关资产的理财产品。但由于投
资标的的风险属性较高，这对
于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与投资
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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