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2月8日举办的“2013第
一财经金融价值榜(CFV)颁奖
典礼”上，太平人寿荣获年度
金融机构大奖——— 年度保险
公司(寿险)。凭借2013年优秀
的业绩、突出的表现和良好的
口碑，太平人寿的综合实力再
次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对于太平人寿的表现，
CFV在其蓝皮书中指出：“在
全球经济依然严峻、国内寿
险行业仍处‘瓶颈期’的大环
境下，保费逆势激增的太平
人寿，成为了国内寿险市场
上的最大亮点。”据了解，今
年1-11月，太平人寿实现总
保费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

46%，截至10月底，公司市场
份额达4 . 9%，较去年末提升
1 . 25个百分点。在“量增”的同
时，公司业务品质也保持优
秀，在1-11月的保费收入中，
新单保费占据248亿元，续期
保费收入239亿元，个险、银保
13月及25月继续率指标均超
过90%，保持行业领先。对此，
CFV给予了“量价齐升”的评
价，即公司业务规模和内涵
价值均保持了持续增长。

目前，太平人寿公司总
资产已超过1900亿元，期末
有效保险金额超过11000亿
元，理赔及给付累计金额超
过1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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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平平人人寿寿为为您您展展现现金金牌牌代代理理风风采采

孙吉萍
太平人寿拥有80多年品牌

历史，1929年始创于上海，1956

年移师海外，2001年恢复国内
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注册
资本金62 . 3亿元，已开设35家分
公司和近900家三、四级机构。
公司稳居国内中大型寿险公司
行列，已连续六年跻身“中国企
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连续三年获得惠誉国
际“A-”评级。

金牌代理

出出镜镜人人物物

工行“存贷通”业务是一种基于
个人住房、商用房贷款、个人经营贷
款的个人类理财产品。在工行开立
存贷通账户的个人贷款客户，当存
贷通账户中的活期存款余额达到该
行要求的抵扣起点以上时，按照“该
笔个人贷款的实际执行利率-活期
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增值收益，并
按月将增值收益以现金的方式返还
至客户的存贷通账户，以提高客户
资金收益率。

产品特点

高收益性：除获得正常的储
蓄存款利息外，还可获得较高的

增值收益用于弥补部分贷款利息
支出；

高流动性：存贷通账户中的
存款资金可随时支取、灵活方便；

收益返还及时性：理财收益
按存贷通账户日终余额“有一天
算一天”；“按日计息、按月返回”，
每月15日自动将收益返还到存贷
通账户。

办理条件

1 .已在工行办理个人住房/商
用房贷款，贷款余额大于10万元；
已在工行办理个人经营贷款，贷
款余额大于100万元；

2 .申请存贷通业务时，客户名
下的贷款形态正常；

3 .个人住房/商用房贷款，贷
款剩余还款期限大于12个月；个
人经营贷款，还款期限大于6个
月。

收益模拟

李先生，住房贷款余额30万
元，贷款利率6 . 55%，存款余额25

万，则李先生除可获得正常的储
蓄存款利息外，还可获得9920元的
增值收益：(25-5)*80%*(6 . 55%-
0 . 35%)=9920，收益率与三年期定
期存款相当，但具有活期的便利。

工行“存贷通”：

放放心心贷贷款款 安安心心理理财财

如如意意定定投投 如如意意生生活活
——— 华夏银行·盈基金精品定投方案

日前，从烟台农行了解到，该
行个人网上银行及短信通第一次
(二季度)抽奖活动已于10月份兑
付，第二次(三季度)抽奖活动目前
正在进行中，将于近期为获奖客
户兑付奖品。

活动内容：凡注册农行个人
网上银行的客户激活并通过个人
网上银行办理业务和新注册开通

短信通知服务的客户，均有机会
参加抽奖活动。烟台农行每月抽
取个人网上银行和短信通幸运客
户，奖励手机话费，按季兑付。奖
励的手机话费将直接充值到获奖
客户在农行注册留存的手机号
上，并通过短信方式通知获奖客
户(短信通知号码：106380095599)！

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为您

提供转账汇、投资理财、缴费支
付、信用卡还款、外汇汇款等金融
服务，免去您到营业网点排队的
苦脑，使生活畅意从容，赢得更多
悠闲时光和获奖机会！

农业银行短信通知产品为您
提供全天候服务，账户变动立时
知晓，同时为您提供丰富的信息
服务！

真诚服务，用心经营，助力
爱的事业；五年成长，点滴积累，
责任与我前进。收获喜悦，持续
成长：世界华人保险大会会员，
太平人寿TOP2000会员，卓越经
理人，终身四星会会员，爱让我
不断前进。

一元马年纪念币

未面世已涨近20倍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

告，2014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又称“马年纪念币”)的图案
出炉，将于12月24日正式发
行。记者从市场上了解到，由
于马年是本轮贺岁普通纪念
币的最后一枚，因此有币商
喊出20元收购的高价，而目
前，去年以一元换购的蛇年
贺岁普通纪念币市场售价约
12元，价格最高的羊年贺岁
普通纪念币价格已经飙涨至
350元。
发行量扩容至1亿枚

每年贺岁普通纪念币发
行之际，都会惹来市民疯抢，
以去年为例，蛇年纪念币上
市发行还不到一天，就已经
被抢购一空，有本地银行网
点甚至仅2小时就被抢空。

今年发行的2014年贺岁
普通纪念币正面刊“中国人
民银行”、“1元”、汉语拼音字
母“ Y I Y U A N ”及 年 号

“2014”，与往年相同。而背面
图案则为一个手持寓意“吉
庆有余”挂件的小女孩骑在
木马上，其右方刻“甲午”字
样。该币面额1元，直径25毫
米，材质为黄铜合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纪
念币的发行数量再次扩容至
1亿枚。这是贺岁普通纪念币
发行以来的最大发行量，在
羊年，该币的发行量只有
1000万枚，此发行量一直持
续到鼠年，后来发行量扩容
至3000枚，再后来又扩容到
8000枚。

在本枚纪念币发行后，
纪念币的生肖将进入下一
轮，因此虽然发行量大，但市
场仍充满期待，有本地金银
币商家告诉记者，目前在二
级市场，“已经有币商喊出愿
意以20元一枚收购”。这种上
市前的高价并不多见，记者
了解到，去年的纪念币上市
前，币商的喊价也不过10元
左右，而至目前，两年前发行
的纪念币二级市场售价也不
过20元。
羊年纪念币涨幅达40%

市场对本轮最后一枚的
2014年贺岁普通纪念币期待
高，或与该品种首枚纪念币
的大涨幅有关。近日，记者从
市场上了解到，目前羊年纪
念币的价格已经炒至350元，
猴年也涨至120元。以去年为
例，当时羊年纪念币的价格
大概在250元左右，若以此计
算，今年羊年已经涨了40%。

以龙年纪念币为例，也
从去年的8元涨至了15元，价
格几乎翻了一番。一位黄金
销售经理对记者表示，从投
资价值来看，“我们并不追求
发行量过高的投资品种，但
这种带有生肖题材的纪念
币、金银币，几乎不会跌破发
行价，因此市民投资的风险
也不大，但升值的空间肯定
会相对缓慢。”据悉，贺岁普
通纪念币一般在银行网点购
买，市民可留意银行网点的
公告以获悉何时公开发售。

据《新快报》

“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颁布

太平人寿荣获
“年度保险公司(寿险)”大奖

投资风向标

保险资讯

理理财财维维权权咨咨询询热热线线

为为您您的的财财富富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随着大众投资意识的
提高，许多人不再把手中的
钞票单单存入银行，而是选
择了理财投资，让钱“生
钱”。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不少市民在投资理财
过程中，并没有获得预期收
益，有些人甚至损失了本
金。这其中有的是因为市民
缺乏理财知识，对投资渠道
认识不足所致；有的则是受
金融机构的误导或夸大宣
传的影响而盲目投资。

为了帮助广大投资者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
报“理财维权热线”长期开
通。不论是你进入了银行
理 财 产 品 的“ 收 益 率 陷
阱”，还是因保险代理人的
误导购买了不合适的保险
产品，只要您拨通电话，我
们都将与您携手走上维权
之路。
理 财 维 权 咨 询 热 线 ：
6791390
E-mail：qlwb_jr@163 .com

华夏银行·盈基金根据不同投资者所属
的风险类型，推出了不同主题的定投细分服
务，满足投资者个性化理财需求。

代码 基金名称 配置比例

470009 汇添富民营 25%

260104 景顺内需增长 25%

257070 国联安行业优选 25%

377530 上投行业轮动 25%

“积极型客户”基金定投方案：

以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开放式基金为投资对象，权
益类基金配置比例范围为60-100%，权益类资产的标准
配置比例是80%。

适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中高以上的投资者。

“稳健型客户”基金定投方案：

以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为
投资对象，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范围为30%-
80%，权益类资产的标准配置比例是55%。

适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中等以上的投资者。

代码 基金名称 配置比例

377530 上投行业轮动 30%

070013 嘉实研究精选 20%

260101 景顺优选 25%

485105 工银增强收益 25%

“保守型客户”基金定投方案：

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的，债券型基金和货币
型基金的投资比例不低于80%。

适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代码 基金名称 配置比例

202103 南方多利A 20%

519508 万家货币 70%

377530 上投行业轮动 10%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回报，推荐基金组合仅供投
资者参考，不构成买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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