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
客户俱乐部活动在济南一站
式生活娱乐餐吧——— 品町音
乐餐厅举办。在绿植环绕的
空中花园里，一曲京剧《梨
花颂》带领听众穿越回到
12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倾
听那一曲长恨悲歌。

记者了解到，这是华夏
银行济南分行联合国海证券
举办的一场“文化+场景金
融”活动，利用音乐主题餐
厅潮流时尚的环境，营造出
高放松度的舒适氛围，以混
合、跨界风格吸引客户。期
间，华夏银行济南分行推介
了“我们的平台”、“我们

的团队”、“我们的增值服
务”，带给客户“定制产品
和服务”等多项优质服务，
国海证券的工作人员则介绍
投资热点、近期市场走势，
就热点话题进行互动，赢得
好评。

据华夏银行济南分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他们继
“时光美术大讲堂”之后搭
建的又一个富于艺术审美的
场景金融。此前，该行携手
济南西城时光艺术馆邀请客
户 聆 听 “ 时 光 美 术 大 讲
堂”，现场鉴赏油画作品，
整合“客户、银行、合作机
构”三方资源共享平台，为

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场景金融是华夏银行济

南分行今年着力打造的金融
服务新平台。除了“文化+
场景金融”，华夏银行济南
分行还组织社区支行大力构
建 “ 健 康 生 活 + 场 景 金
融”：针对社区家庭“绿
色、健康、休闲”需求，在
南部山区打造“专属生态农
园”，由社区支行为居民提
供托管菜地、亲子采摘、田
园休闲聚会等服务；针对社
区居民喜好，该行领秀城社
区支行组织开展“盛世领秀
城，华夏好邻居”百家宴活
动，明湖东路社区支行开展

“社区首届厨神大赛”等，
吸引社区居民展示拿手菜，
分享美好生活体验；针对社
区上班族需求，该行领秀城
社区支行提供延时服务，每
周二、周五延时营业至晚8
点半，还陆续推出社区上门
服务、老年客户车接车送等
社区特色服务。

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继续围绕日常生活中
“衣、食、住、行、医、
教、保、娱”等生活场景搭
建多渠道、立体化金融和非
金融服务平台，带给客户全
新的服务体验。

(财金记者 王小平)

华华夏夏银银行行济济南南分分行行持持续续搭搭建建““场场景景金金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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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及人身意外险：
保障寿命和身体

日前，武汉暴雨致使一
企业围墙倒塌，造成8人死
亡。暴雨等极端天气使风险
系数增大，很容易出现房屋
倒塌、雷击以及触电等致死
致残事故，人民的生命安全备
受考验。一旦遭遇这样的意
外，哪些保险可以赔偿呢？济
南保险协会专家表示，如果您
投保了寿险和意外险，遭遇
这样的事故，能够获得保险
赔偿。

众所周知，寿险承保的
对象就是人的生命和身体，
当人的身体在暴雨洪灾中受
到伤害或生命终止，相应的
保险产品均可赔付，如定期
寿险、终身寿险和两全险就
是对人的寿命加以承保的。
相应的，意外伤害险则是针
对人们在外来的、突发的、意
外的情况导致的死亡以及伤
残。暴雨中，意外导致的死亡
以及伤残非常多，意外发生
后，市民都可以通过日常投
保的人身意外险以及各类寿
险，获得相应的意外身故或
伤残理赔金。

仅有交强险的车主需警惕：
水淹事故交强险不理赔

有的车主因为驾驶习惯良
好，因此习惯性的只买交强
险，然而这样的车主要注意
了，碰上暴雨天，无论是车辆
被冲走，被高空坠物砸坏或者
被水淹造成损失，交强险都不
能进行赔偿。

雨季来临，车辆涉水行驶
或停放被水淹事故集中爆发。
那么，车辆一旦涉水，车主应
该怎样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呢？
专家表示，如果你投保了商业
车险中的车损险及涉水险，根
据车损险的条款，因雷击、暴
雨、洪水、雹灾、海啸等造成
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
损失将获得保险公司赔付。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涉水
后，千万不能在熄火后再次发
动，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
机损坏，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
的。据介绍，若车停在路边、
车库里被淹，内饰、座垫的清
洗费用及拖车费保险公司可
赔。若浸泡严重有可能导致电
子元器件受损，更换电子元器
件的费用也可以赔。但在这种
情况下，若发动机出现问题，

则仍然得不到赔偿。如果想在
暴雨中让爱车更保险，那么可
以考虑购买一份涉水险，这个
险种对汽车发动机进水后造成
的损失也予以赔偿。

此外，根据保险公司的数
据显示，暴雨中，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
责任保险出险率有所上升。因
此，专家建议，新手车主、驾
驶技术相对薄弱的车主、习惯
露天停车的车主、行车路线中
有低洼路段的车主，一定慎重
选择商业车险，避免在雨季造
成损失。

家财险：
金银珠宝不在承保范围内

每年的暴雨都会造成内
涝，部分住在底楼的居民有可
能会遭遇家中被水倒灌，家
具、电器被水淹的情况。对
此，保险专家表示，投保人如
果事前购买家财险，就能提供
有效、及时的经济赔偿。

值得一提的是，家财险保
障范围很广，承保范围包括房
屋、房屋附属物、房屋装修、家
具、家用电器和文化娱乐用品
等，但价值贵重的金银、珠宝、
钻石及制品，玉器、首饰等珍贵

财物，以及难以估价的古玩字
画等不在承保范围内。当然如
果房主有需求，有的公司也有
针对这些财物的附加保险。

此外，记者了解到，如果
投保人希望将室外家庭财产包
括在承保范围内，需要与保险
公司事先约定。一家财险公司
的客服人员介绍，如安装在室
外的空调、热水器等财产，若
没有提前特别说明，是不属于
保险范围之内的。为了避免理
赔纠纷，投保人在填写保单时
一定要写明投保家物的地址，
如果在投保期间搬家，一定要
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承保物转
移手续。

企财险：
仓储等行业尤为需要

对于企业来说，不发生风
险则已，一旦发生，往往损失
的金额较大，有的企业甚至会
一蹶不振。根据往年的案例及
数据来看，暴雨易造成服装、
图书、板材、家具、化工、食
品等行业企业受损，尤其是仓
储企业，物资损失往往十分严

重。对于这些行业来说，更需
要投保企财险。

目前，依据所保障内容的
多寡，企业财产险主要分为企
业财产基本险，企业财产综合
险和企业财产一切险。据了
解，企财险具有费率低、保障性
强等优势，企财险的种类也很
多，其相对应的保障范围、免赔
责任亦有所不同。根据记者采
访整理发现，财产基本险只承
担火灾、雷击、爆炸、飞行物体
坠落造成的损失，而财产综合
险可在此基础上将风险来源扩
展至暴雨、洪水、台风、雪
灾、泥石流等更多自然灾害。
企业财产一切险可承保因不可
预见的、突发性的意外事故所
导致的被保险财产的损失，如
火灾，爆炸，车辆或飞行物碰
撞，水槽及水管破裂或消防喷
淋装置漏水，盗窃、抢劫，以
及诸如台风、暴风雨、水灾、
闪电及雷击等自然灾害。因
此，在保费相差不是太大的情
况下，大多数企业往往选择企
业财产一切险。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员 孙士磊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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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公募一哥”王亚伟，
辞别华夏基金奔私之后，似乎有负
外界期望，未能延续过往卓越业
绩。

一款由华安资产做通道、千合
资本做实际管理人的资管产品———
华安资产阳光精选7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下称“阳光精选7号”)7月
7日净值为0 . 967元。产品成立于
2015年1月29日，运营约一年半以
来，亏损幅度3 . 3%。

“业绩一直不怎么好，去年股
灾刚发生那会净值是一块零几分
吧。”一位阳光精选7号持有人
称，“当初买这款产品的时候，渠
道销售人员说是王亚伟亲自管理
的，所以才买的。”

曾经在华夏基金创出卓越业
绩、享誉整个金融圈的王亚伟先
生，奔私后业绩有点悬。

有别于公募时期的高调，王亚
伟奔私之后格外低调，极少出现在
媒体的“聚光灯”下；产品业绩也
时常延后数月公布。

不过这一次王亚伟产品净值延
迟公布的时间有点长。当外界猜测
王亚伟管理的产品出现亏损时，他
竟然已经9个多月未公开披露净
值。9个月前，多数产品净值还停
留在大盘3300点左右的位置。

持有人称，阳光精选7号由王
亚伟管理，成立于2015年1月29
日，到目前为止产品运营了约一年
半时间，最新净值报0 . 967元，跌
幅3 . 3%。

王王亚亚伟伟““奔奔私私""后后::

产产品品一一年年半半

净净值值跌跌33 .. 33%%

快捷支付或将没那么快
捷了。为了应对银行卡频
繁被盗刷，央行近日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
通知》(下称《通知》)，要求
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卡
清算机构加强对支付敏感
信息的内控管理和安全防
护工作，要求年底必须采
用支付令牌化技术，以及
多因素身份验证。

降低敏感信息泄露风险

《通知》明确要求“自
2016年12月1日起，各商业
银行、支付机构应使用支付
标记化技术(Tokenization)，

对银行卡卡号、卡片验证
码、支付机构支付账户等信
息进行脱敏处理，并通过设
置支付标记的交易次数、交
易金额、有效期、支付渠道
等域控属性，从源头控制信
息泄露和欺诈交易风险”。

据介绍，与传统基于卡
号的交易传递过程相比，支
付标记化方案替代了原始卡
号和有效期，根本上杜绝了
敏感信息泄露的可能。

同时，通过域控属性限
定交易场景(如交易类型、
使用次数、交易金额、有效
期、支付渠道、商户名称
等)，即便支付标记本身被
泄露，其影响范围也大大降
低。此外，收单机构还可以

借助支付标记的担保级别实
现对交易风险的控制，进一
步降低风险。

关联业务主要是指
快捷支付

《通知》规定，自2016
年11月1日起，各商业银行
在基于银行卡与商业机构支
付机构建立关联联系时，应
严格采用多因素身份验证方
式，直接鉴别客户身份，并
取得客户授权。

某银行电子支付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前述关联业务
主要是指快捷支付。快捷支
付没有验证银行卡密码，并
不需要U盾、口令或网银，安

全隐患较大，近年因此造成
的网络支付纠纷快速上升。

银行人士表示，多重身
份验证这一监管要求此前已
多次明确要求，但至今第
三方支付机构基本都未落
实。此次监管要求的三种
方式，对银行来说并无太
大难度，关键还要看支付机
构的配合。不过，该人士补
充道，在此规定下，支付机
构需要额外增加新的验证
手段，快捷支付或将变得
不快捷。

《通知》提出“自2017年
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
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并要
求商业银行加快存量磁条卡
更换为金融IC卡的进度。

央央行行新新规规严严控控银银行行卡卡风风险险 快快捷捷支支付付或或难难快快捷捷

葛财金资讯

近日，湖北、河南暴雨成灾，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济南也将迎来新一
轮的降雨天气。如果出现强降雨的极端天气，如何规避风险，降低自身损失呢？济南市保险行
业协会提醒广大市民，合理购买保险，科学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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