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基金上建行网站

一站轻松搞定

与其他基金交易渠道相
比，建设银行网站基金销售
平台具有更全面的专业信
息，涵盖了该行所代销基金
产品的详细信息，并提供权
威专家观点、研究报告等资
讯参考，还运用图片、文字、
表格等多种方式对基金产品
业绩表现等数据信息进行全
方位、立体化的展示，帮助客
户更直观地解读数据信息，
更准确地把握投资方向；更
实用的辅助功能，帮助客户
从多角度选择基金产品，轻
松做出投资决策；更便捷的
投资方式，提供基金交易一
站式服务，能够快速完成基
金交易；更优惠的交易费率，
客户可同步享受建设银行电
子银行渠道申购费率七折优
惠，立即节省30% 申购费用。

据了解，建设银行网站
基金销售平台是该行在借鉴
美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
专门邀请客户进行多轮使用
和体验后，根据客户需求和
反馈意见建设完成的，是建
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在网站业
务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取得的

丰硕成果。客户可在该平台
体验到建设银行全新的基金
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模式，并可主动获取所需信
息，运用辅助功能选定基金
产品，快速完成基金交易，
从而不仅能节约办理基金业
务的时间，还能享受到更加
全面的专业基金服务，真正
做到“买基金上建行网站，
一站轻松搞定”。

基金交易一站通

投资理财更轻松

建设银行国际互联网网
站(www. ccb . com)推出的基
金交易一站式服务，实现了
客户从基金频道选择产品到
直接进入网上银行购买的基
金交易全程直通。

客户通过建设银行网站
基金频道选定某只基金产
品，点击交易按钮后，系统
直接连入网银登录界面，客
户登录网银便可直接进入该
基金产品的交易页面，无需
重新查找，填写好购买金额
等交易信息并提交后，即可
轻松完成基金交易，享受由
建设银行网站提供的基金交
易一站式服务。

此项服务的推出，简化

了客户在线基金交易的操作
流程，带给客户清晰、快
捷、方便的良好体验。客户
登录建设银行网站基金频
道，可以随时浏览全部代销
基金产品信息，还可以利用
基金联想查询、精细化筛
选、多维度排序、多类别多
指标对比、“我的基金”等
实用投资工具从多角度选择
基金产品，并对基金表现持
续跟踪。客户通过基金频道
还可以与业内专家进行互动

交流，通过风险承受能力自
测、基金辞典、投资攻略、
常见问答等栏目，获取更多
的专业投资理财支持。

省心省力省时省钱

带来更多服务体验

建行在国内首创推出集
产品信息、资讯服务、辅助
功能、互动交流、网上交易
于一体的基金业务创新服务

平台，为客户提供了专业、
高效、人性化的服务。而独
具的四大特点，也为客户带
来了更多的理财体验。

一是省心，更全面的专
业信息，准确把握投资方向。
直观浏览建行所代销基金产
品的净值表现、产品分红、交
易费率、评级数据、业绩排名
等各类信息。随时分享专家
投资观点，开展“面对面”互
动交流。免费查阅专业研究
成果，享受星级资讯服务。全

面学习基金投资技巧，提高
投资实战水平。

二是省力，更实用的辅
助功能，轻松做出投资决策。
联想查询--根据您输入的基
金代码或关键字自动匹配，
帮您快速查到所需基金产品
的详细信息。多维度筛选--
提供基金产品十项指标的多
维度筛选，帮您从不同角度
选择基金产品。全方位对比-
-支持同时对四只基金产品
的业绩表现、基本资料、投资
组合、购买信息等进行图文
结合的对比分析，让您更直
观方便的挑选基金产品。多
指标排序--支持对基金产品
的净值表现、基本资料、投资
组合、产品分红、交易费率等
多个指标项进行排序，帮您
轻松找到好基金。“我的基
金”--随时收藏您感兴趣的
基金产品，帮您全程跟踪产
品表现。

三是省时，更便捷的投
资方式，快速完成基金交易。
提供基金交易一站式服务，
在您选定基金产品后，可直
接登录网上银行完成交易操
作。

四是省钱，更优惠的交
易费率，立即节省 30% 申购
费用。同步享受电子银行渠
道申购费率七折优惠。

目前，建设银行已初步
构建起网站在线销售体系，
其网站服务也已跨入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行列。今后，建
设银行将继续秉承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优化
基金在线交易流程，丰富服
务内容，为客户提供更优质
的基金业务网站服务，同时，
还将进一步完善网站在线销
售体系，为客户打造最优的
金融产品在线交易平台。您
还等什么，现在就登录建行
基金频道 fund . ccb . com，开
始您的网上投资之旅吧！

建行网银引领投基新潮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
的客户选择足不出户的电话
银行来办理业务，只要拨通
95533 ，就可以轻轻松松在
短短几分钟内，办理查询、
缴费、转账、挂失、投资理
财等业务，极大地满足了现
代社会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但是人们在体验快捷服
务的同时，也不免担心电话
银行是否会有安全隐患。

陈女士平时都是将建行
的工资卡放到单位的抽屉
里，一天她和同事的建行卡
混到一起分不开了，而且还
发现同事打 95533 查过这些
账户。陈女士十分担心，不
知道同事拨打 95533 时，自
己的账户信息有没有泄露。
于是拨通了 95533 ，经坐席
员的协助查询，系统提示：
取款密码是简单密码，请尽
快到柜台修改。坐席员安抚
陈女士后，详细的解释了这
个问题。陈女士恍然大悟，
原来建行的电话银行设置了
简单密码控制，比如符合简
单升序、简单倒序、相同数
字排列、或以本人生日或签
约证件后6 位设置的电话银
行密码，在 95533 系统中都
将视为简单密码，无法继续
办理业务。陈女士表示系统
有这样的设置太安全了，她
会尽快去柜台设置一个复杂
的密码，这样她就不用担心
账户资金安全了。

电话银行不仅在密码验
证上有安全提示，还可设置
电话银行主叫号码，只有使
用设置的主叫号码才能进行
资金交易，大大增强了账户
资金的安全性，该功能的设
置也一直领先于同行业。

据了解，电话银行签约
客户在交易金额上有不同的
限制。客户可以根据需要设
置自己的交易限额，可以调
高也可以调低，满足了不同
客户的心理需求，同时对非
签约客户小额支付也设置了
交易限额。另外电话银行在
转账汇款的功能中也设置了
强大的安全屏障，通过电话
银行转账，必须由客户本人
在柜台办理电话银行签约，
才可以通过 95533 办理转
账，以上安全措施的设置，
极大地防范了交易风险的发
生，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

建行一直以来奉行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
理念，在为客户提供丰富
服务功能、便捷操作流程
的同时，也强化了电话银
行的安全性，设置了多重
风险控制，有效地防范犯
罪分子通过窥测客户电话
银行密码，盗用客户资金
的业务风险，保证了客户
资金安全。客户可以完全
放心地使用建行电话银
行，享受快捷安全服务为
自己带来的品质生活。

95533 ：

值得信赖的电话银行
小赵是一个来济南参加

考试的烟台考生，远在老家
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济南出
现了极端的雷雨天气，交通
也一度陷入了瘫痪，非常焦
急，打电话联系小赵，却提
示手机已经欠费停机。小赵
的姐姐忽然想到建行的电话
银行可以缴话费，于是拨通
了95533 ，坐席员热情的解
答了她的问题，并在电话中
具体指导她缴费操作的流
程，充值了100 元话费。小
赵的家人及时联系上了小
赵，了解到小赵平安无事，
全家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
来。小赵知道以后，也开始
喜欢使用电话银行办理业
务，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手机欠费停机了，再也不用
大汗淋漓的到通讯公司的营
业厅排队缴话费了，而且通
过95533 缴费没有任何的手
续费。现在小赵已经掌握了
95533 电话银行的所有功
能，随时随地通过95533 办
理业务，解决了很多燃眉之
急。

除了小赵遇到的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中还会遇到很
多类似的情况：比如身在异
乡的家人急需汇款、比如建
行账户不小心丢失、比如急
于购买股票、办理银证转账
等等，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可
以通过建行95533 电话银行
轻松解决。

据建行工作人员介绍，
95533 电话银行是中国建设
银行的品牌服务产品，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服务，是
银行营业时间以外唯一的人
工服务窗口。95533 电话银
行语音菜单系统经过合理的
设置，从进入语音提示起到
人工服务菜单项只需 2 秒，
接通速度已经达到了同行业
最快，节省了客户的宝贵时
间。如果客户在使用电话银
行过程中遇到困难，随时可
以转入人工，为您提供周
到、专业的人工服务。

通过拨打95533 ，客户
不仅能享受账户查询、快速
缴费功能，而且转账汇款还
能比柜面享受五折优惠。同
时，95533 电话银行不仅提
供了查询、缴费、挂失、转
账等传统服务，也提供了丰
富的投资理财功能，满足各
类客户的需求。如为客户提
供了 44 家基金公司的 287
支基金申购产品，部分基金
申购手续费更可享受7 折优
惠；其次还为客户提供了银
证转账、外汇买卖、国债、
账户金交易等理财类服务。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
95533 电话银行自推出银彩
转账业务后，得到了广大客
户好评，只要签约电话银行
服务，通过拨打95533 即可
实现银行资金与站点的转账
交易，既免去了到营业网点

排队等候的烦恼，也免去了
因营业时间结束而无法操作
转账带来的资金损失。

据了解，95533 电话银
行在提供丰富功能的同时，
也采用了多重安全措施，比
如简单密码控制、主叫号码
设置、交易限额设置、约定
账户转账等，强大的安全保
障，免除了客户的后顾之
忧。

建设银行自推出 95533
电话银行服务以来，始终秉
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力争打造一流的电话
银行服务系统，客户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 7*24 小时全天
候的安全、便捷服务。

选择95533 电话银行就
等于选择了在您耳边的银
行！

建行电话银行：你耳边的银行

查询 余额查询、明细查询、公积金查询及其他查询

缴费 通讯费、电费、水费、有线电视费

挂失 提供建行账户的口头挂失、永久挂失

理财
第三方保证金存管、外汇交易、账户金、基金国
债、银彩转账

转账
卡内互转、账户间转账（系统内同城转账、系统
内异地转账、跨行转账、个人到公转账）

信用卡 信用卡还款、转接信用卡服务热线

其他服务 短信签约

95533 电话银行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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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客户在线

基金产品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投资品种，伴随
国际互联网的普及，通过网络办理基金业务已成为当
下基金投资的新潮流。为此，建设银行利用国际互联
网网站(www . ccb . com)构建了专门针对基金产品的销
售平台。该平台是集产品信息、资讯服务、辅助功
能、互动交流、网上交易于一体的基金业务创新服务
平台，并在国内首创实现了基金交易一站式服务，支
持客户在网站选定基金产品后，直接登录网上银行完
成交易操作，极大简化了基金交易流程，顺应了互联
网时代人们投资方式的转变，并以其专业、高效、人
性化的服务体验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