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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秋秋使使用用信信用用卡卡 请请您您看看攻攻略略

中秋节就要到了，商场的活动气
氛和力度空前高涨，消费者的购物热
情一触即发，消费市场也将迎来“金
九”的第一波消费潮。据了解，随着刷
卡时代的普及，信用卡消费也受到极
大热捧。银行针对中秋推出的消费优
惠，也不可错过。合理使用信用卡，也
会让你做到省钱又省心。

利用免息期 做好“守财奴”

信用卡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先
消费后还款，王女士有一款理财产品
下月才到期，而今年中秋又要买很多
东西，这可让她犯了难。经过同事提
点，王女士想起了自己办的信用卡，
先用信用卡刷卡消费，下月账单日刚
好是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一方面解了
燃眉之急，另一方面理财产品的收益
还有了保证，可谓一举两得。

中秋节正值商家搞活动力度最
大的节点，正在装修的小李早就打听
过家具这个时候的价格比较合适，两
万五额度的信用卡也刚好能派上用
场，“节日期间，家具商场的活动力度
比较大，本身就比较省钱，而且刷卡
消费的话，还可以选择分期，我看很
多商场都有分期 0 利息 0手续费的活

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也是比较合
适的。”

消费过多 可申请临时额度

很多银行在消费季节来临之际，
也会提高信用卡的信用额度，以满足
用户的消费需求，这也极大方便了购
物“血拼”的消费者们。

“今年五一的时候，因为出门旅

游，就向银行信用卡中心申请提高了
信用额度，结果半天额度就提高了一
倍，临时额度用起来也省了很多事。”
驴友小刘告诉记者。

但是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用户，
临时额度都是有期限的，有的银行临
时额度不可分期还，需一次性还清，
所以一定要关注对账单，以免产生逾
期或不良记录。

兴兴业业银银行行
金融知识进万家知识普及系列(三)

个人理财业务

个人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
人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投
资顾问、资产管理等专业化服务活动。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
别：

按理财币种不同：分为人民币、外
币和双币理财产品等。

按收益类型不同：分为保证收益
类、保本浮动收益类、和非保本浮动收
益类。

按投资方向不同：大致分为货币
型、债权型、结构型、代客境外理财产品
(QDII)等。

按产品到期日不同：分为有固定到
期日和无固定到期日理财产品。

产品选购小贴士

理解产品
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仔细

阅读理财产品说明书、合同条款等信

息，充分理解理财产品的各项要素，重
点关注产品期限、投资方向或挂钩标
的、流动性、预期收益率、产品风险等。
了解自己

投资者在选购理财产品前，应综合
权衡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
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
不盲听、盲信、盲从，不追逐“热门”产
品。在购买理财产品前，应配合银行人
员认真完成风险评估内容，并综合考虑
评估结果、产品特性和个人情况选择产
品。
确定选择

投资者可以从购买行为中获得利
益，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购买行为负责，
承担相应的风险。投资者要在充分理解
理财产品风险的前提下，在风险揭示书
上对风险评估结果签字确认并亲笔抄
录：“本人已经阅读风险揭示，愿意承担
投资风险”。在确定购买理财产品后，需
签署相关协议，一旦签字认可，投资者
即须根据合同内容履行买者责任。
跟踪变动

在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者应持
续关注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与收益表
现，通过致电咨询或向客户经理了解等
多种方式掌握相关的产品信息，以便能
够及时了解产品的收益、风险等状况。
关注账户

理财产品到期后，投资者应及时关
注投资本金和收益是否按照合同约定
返还至理财账户，以便能够及时进行新
的投资。

重点事项要关注

银行理财≠银行存款——— 投资与
储蓄，风险收益有差别。

预期收益≠实际收益——— 未得与
已得，确定性上有差别。

口头宣传≠合同约定——— 语言与
文字，约束能力有差别。

别人说“好”≠适合自己——— 主观
与客观，偏好选择有差别。

投资理财≠投机发财——— 初衷与
动机，投资理念有差别。

2013年9月9日下午，国内首创大型
3D培训游戏“安利人生 90天”在上海电
影广场举行上线发布会。游戏化培训，被
美国企业培训大会称为未来培训的三大
趋势之一。安利此次推出大型3D培训游
戏，不仅是安利强大培训体系的一项重
大创新，同时也对国内整个企业培训领
域具有引领、示范意义。

“安利人生 90天”是安利公司针对
新加入营销人员开发的网游培训平台。
这款游戏集合了数百位安利优秀营销
人员的智慧和经验，把他们最初从事安
利事业时所经历的种种境况，如困难、
挫折、收获、成长，浓缩为一个个有趣的
游戏桥段。玩家在游戏世界中，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顾客，比如操着一口广东口
音的老好人梁威武，长得有点像电影

《功夫》里包租婆的淑芬，或者总是说冷
笑话的数学老师孙亮，又或是有点东北
口音的亲姑妈……这些游戏人物映射
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典型顾客。新加入
的营销人员可以在游戏中与这些顾客
交往、相处，向他们推荐安利产品，提供
个性化服务；在遇到困难时，玩家可以
向导师求教，也可以与同时在线的伙伴
们沟通交流，这样就能以较快时间、较

低成本，系统掌握安利产品知识和直销
销售技巧，积累从业经验，确立从业信
心，并有助提升现实世界中的销售业
绩。

安利大中华副总裁、安利大中华
培训中心院长刘明雄介绍说，伴随网
络游戏成长起来的 80、90 后，正逐渐
成为安利营销人员的主体。而一个营
销人员从事直销事业的最初 90 天，需
要迅速完成从一个“直销菜鸟”到营销
专才的转型，因此是一段非常关键的
时期。不教而战谓之弃，但这些新生代
不喜欢被说教，不能忍受枯燥的文字
教材，更习惯网络游戏及多媒体娱乐，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培训理念，创
新培训形式，于是这款“安利人生 9 0
天”培训游戏应运而生。通过寓教于乐
的网游形式，这些安利新人不仅可以
学习知识，提升技能，也能从中了解安
利的从业准则，体认专业、服务才是迈
向成功的基石。

据安利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利
人生90天”已从8月开始试运营，并对京
沪穗营销人员开放试玩。为了给广大玩
家积累经验，安利还组织了“安利人生
9 0 天通关大赛”，参赛者们共总结了

4000多条游戏攻略，并通过微博分享。
从9月1日开始，所有新加入的安利营销
人员，都会免费得到“安利人生90天”安
装光盘。未来该游戏会定期进行升级，并
将实现网络下载。

成立于2004年5月的安利(中国)培
训中心，是安利在全球开设的第一个营
销人员专属培训机构，开办了包括必修
课程、核心选修课程、阶梯课程和补充课
程四大系列课程，内容涉及商道、营销、
管理、产品等各个方面。截至2012年底，
安利(中国)培训中心共培训营销人员超
过 990万人次。每年安利(中国)在人员
培训上的投入超过 1亿元人民币。2006
年 1月 20日，安利(中国)教育网正式开
通，截至 2012年 12月底，面向所有的安
利销售代表、经销商开设了 160门网络
课程，共培训了32 . 9万人。此番“安利人
生 90天”上线，为安利强大的培训体系
又添虎翼。

刘明雄表示，“我一直有个愿望，就
是把培训变成人们选择加入安利的一项
重要理由。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正向的培
训教育，提升安利人的综合素质，帮他们
达至丰盛人生。这款游戏让我们离这个
愿望更近了一步。”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
下，个人消费者选择一些有特色的保
险理财产品，不仅能享有专属性和安
全性，还兼具了灵活性与收益性。

比如，近期太平人寿为中高端客
户度身打造的一款“太平恒赢”两全保
险(分红型)，就是希望通过颇具特色
的利益和功能设置，让投保人分享中
国太平集团“三年再造一个太平”的快
速发展收益。

据太平人寿产品专家介绍，“太平
恒赢”缴费期设置得比较灵活，投保人
可以一次性缴费，也可以分三年、五
年、十年或二十年缴费。出生 2 8 天到
65 岁的人士都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保
障期限则拉长至 88 岁，生存保险金也
可以一直领取到 88 岁，充分满足现代
人对于养老金储备的实际需求。

此外，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太平
恒赢”还设置了“特别保险金”奖励项
目，给予投保人更多回报。

对于趸缴保费的投保者，若被保
险人在第三个保单周年日零时尚生
存，按当日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50% 一次性给付
特别保险金。

对于分期缴纳保费的投保者，若
被保险人在缴费期满后的首个保单周
年日零时尚生存，则按当日基本保险
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50% 一次性给付特别保险金。

此次“太平恒赢”设置了特别保险
金、生存保险金、祝寿金等特别利益回
馈投保人，对于这三块利益，投保人可
以选择直接领取现金，也可以选择放
置在保单中继续累积生息，还可以选
择将这些领取的资金转入“太平金账
户终身寿险(万能型)”账户中。

近年来，随着单份保单额度越来
越高，其中累积的现金价值越来越“值
钱”，手续也比较简便，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选择利用保单贷款功能来“调头
寸”。

据专家介绍，分红险都是带有长
期储蓄功能的，一般情况下，当投保人
缴纳的保险费累积到一定的现金价值
时(通常在缴费 2 年以后，因为前两年
的各类费用和成本扣除会比较多)，就
可以据当时保单现金价值的 5 ～ 9 成
左右向公司申请贷款。趸缴型保单则
不受年限限制，待保费缴交后，即可办
理贷款。

2013 年，在小企业融资形势较为
严峻的情况下，工商银行滨州分行积
极拓宽思路，丰富贷款担保方式，帮助
小企业多渠道融资。

发展小微企业网络融资产品———
“网贷通”。此项业务以房地产抵押为
主，贷款以“一次审批、网上自助提
款、随借随还”，期限长可达到 2 年等
特点，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效率，降低了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至 8 月末网贷通
业务合同签约 1 0 . 6 亿元，提款 8 . 7 6
亿元，签约企业 65 家。

推广小微企业产品———“经营物
业贷”。该行根据总行管理办法成功发
放全省首笔小微企业经营型物业贷
款。此项业务以经营性房地产为主，贷
款用于满足小微企业扩建、改建、装修
经营性物业资金需求，解决企业“资金
急、担保难、贷款期限长”的需求。

延伸以债权为抵(质)押方式的融
资。该行为小微企业专业推介对应企
业产、供、销各个经营环节的订单融
资、应付款融资、供应链融资等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个性化地满足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需求。

(通讯员 王玲 王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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