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农行精彩呈现

22001144年年““赢赢在在大大堂堂””电电子子银银行行活活动动

随着网购规模的日益扩
大，网上银行、掌上银行已逐步
深入我们的生活，凭借行业领
先的科技支撑，农行电子银行
业务被越来越多的市民青睐。
为更好服务大众，烟台农行
2014“赢在大堂”电子银行活动
正式启动，超值的优惠和丰富
的奖品，将为您的生活带来更
多精彩。
一、活动时间：

2014年1月1日——— 2014年9

月30日。
二、活动渠道：

线下网点宣传与线上抽奖
促销相结合。网上抽奖活动在
电脑和手机两个渠道同步开
展。
电脑网址：

http：//sd.citybank365 .com

手机网址：
http：//sdwap.citybank365 .com

三、活动对象：
新注册网上银行、掌上银

行、个人消息服务的客户可参
加活动。包括在农行网点及自
助发卡机、离行注册设备上注

册的客户。
四、活动内容

(一)优惠政策：赢在大堂四
重免。

1、免收个人网上银行注册
客户年服务费。

2、免收个人和企业电话银
行注册客户年服务费及交易手
续费(包括对私本行异地转账、
跨行转账交易手续费)。

3、免收掌上银行注册客户
年服务费、动态口令卡工本费，
暂免交易手续费(如政策变动
将另行通知)。

4、全部开通个人网银、掌
上银行、消息服务及个人电话
银行的客户可以免费获赠网银
二代K宝一个。

(二)新注册客户网上双重
抽奖活动。

1、注册赢幸运
客户在网点或者通过自助

发卡机、离行注册设备注册网
上银行、掌上银行、个人消息服
务后，即可凭农行工作人员提
供的抽奖号登陆活动手机网站
(可扫描二维码 )或PC电脑网

站，通过掌上银行或网上银行
每次支付0 . 01元后参加幸运砸
金蛋抽奖活动。每个客户(一个
客户限一个抽奖号 )可抽奖4

次，奖品为价值2000元、500元、
200元礼品册及20元电话卡、2

元彩票。
2、交易赢大奖
新注册网上银行、掌上银

行的客户动帐4次以上即可于
次周五及活动开展期的每周五
参与网上抽奖活动。凭身份证
号登陆活动网站通过掌上银行
或网上银行每次支付0 . 01元即
可抽奖，每天最多4次，每个身
份证号累计20次抽奖机会。奖
品为价值3300元、2000元、500

元、300元礼品册及30元电话
卡、2元彩票。
五、奖品兑换方式

(一 )抽中奖品为电子彩
票，系统将实时显示彩票密码，
客 户 需 要 登 陆 彩 票 网 站
www. 198tc.com，注册后(或凭
QQ号登陆)充值购买彩票。

(二)抽中奖品为电话卡，
系统将实时显示电话卡密码
(移动、联通、电信随机出奖)，
客户可凭电话卡密码通过多种
方式充值。

(三)抽中奖品为礼品册，客
户需注册并完善个人真实信息，
中奖后一个月内到辖内任意农
行网点核实身份信息。我行每周
五会将礼品册卡号及密码以短
信形式发送至中奖客户留存手
机号码，客户可自行登录礼品网
站兑换自己喜欢的奖品。

活动咨询热线：
0535-6675891

一、马年家电分期买
建设银行携手苏宁电器

推出“龙卡分期新春办，苏宁
实惠0距离”活动。2014年2月
1 7日前，您持龙卡信用卡至
苏宁电器门店购买单件商品
单笔消费满人民币1500元及
以上，即可现场办理龙卡信
用 卡 分 期 ，享 6 期 、1 2 期 0 利
息、0手续费优惠。(注：部分特

价、限量商品或型号不参加
此次活动，具体信息以门店
公布为准。)

二、新春分期游天下
建设银行与烟台国旅达成

合作，为热爱旅游的您推出旅
游分期，多条精彩线路可供选
择，其中迪拜、南非、泰国、美国
及部分热门国内线路在团费最
优的基础上，使用龙卡信用卡

办理分期付款可享受6期0首
付、0利息、0手续费优惠。梦想
国度，一刷即得！
三、账单分期——— 想怎么分，就
怎么分

本月账单太高？使用账
单分期吧！信用卡账单日次
日至最后还款日期间，持卡
人可向建行申请将已出账单
一定人民币消费金额办理分

期偿还 ( 3 0 天内仅可办理一
次)。您可选择：
1 .网上申请 (www . c cb . c om点
击申请账单分期)
2 .短信申请 (使用预留手机号
编辑短信“CCZZ#卡号末4位
#金额#期数”发送至95533)
3 .电话申请(400-820-0008，选择
“2”，按语音提示完成申请)

咨询：6603220、6222265

建建行行龙龙卡卡分分期期，，惠惠聚聚新新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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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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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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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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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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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经理一级，从事保险事业七
年来，荣获太平人寿服务明星、四星精英会会员、总公司钻石级品
质代理人，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优质服务赢得客户极好的评价！

服务宗旨：扎实做事，诚信做人，通过不断学习与客户同步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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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专业团队
创新金融产品
农行烟台开发区支行国际

结算量首破百亿美元

专刊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杨新刚 曹全英

“农行雪中送炭为我们办理国
内证代理福费廷融资，不但在一天
的时间内就解决了我们次日需要
支付货款的资金难题，还相应解除
了企业赔偿近百万元违约金的风
险，真是太感谢！”一提起去年三季
度末企业因资金不到位差点支付
违约和农行烟台开发区支行紧急
伸出援助之手的一幕，烟台三奇食
品负责人是百感交集，赞不绝口。

像上述一幕，在农行开发区支
行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并不少见。作
为2013年全省农行系统第一个国际
业务结算量破百亿美元的支行，近
年来该行立足区域特点，通过产品
创新和服务拉动，国际业务结算量
从2006年首次突破10亿美元，一路飙
升到2013年突破100亿美元，八年间
翻了十番，成为支持辖内进出口企
业加快经贸发展的强力后盾。

据了解，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开发
区之一，区内外向型企业众多，世
界五百强企业扎堆发展，国际业务
资源十分丰富。为充分对接地方外
贸经济发展需要，农行开发区支行
以打造国际业务精品支行为工作
重心，遴选国际金融专业、英语能
力强的员工充实到国际业务部门，
建立了一支精业务、通外语、擅营
销的专业团队。针对烟台开发区韩
资企业多的特点，该行还专门配备
了韩语留学生，以便更好地服务客
户。目前，该行国际业务8名专业人
员研究生学历占50%，有留学经验
的3名。此外，为保持专业团队高水
准业务素质，该行积极选派员工参
加各层次的培训。在开发区支行，
经常可以看到员工用流利的外语
与外商沟通、用英文PPT向客户推
介服务方案的场景。专业、高效的
服务赢得了富士康、大宇造船等多
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该行。

为更好地满足辖内外贸企业
多元化金融需求，积极为客户创造
价值，农行开发区支行始终坚持把
产品创新作为推动业务发展和提
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利器，近年来先
后成功办理了全省农行系统内首
笔跨境即期结汇、跨境远期结汇、
可循环应收账款池融资、NRA账
户福费廷融资等一大批新业务产
品，为全省农行系统国际业务产品
应用推广提供了经验借鉴。业务产
品的创新推广显著增强了对优质
客户市场的冲击力，同时也带动了
该行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3年末，全行各项存款达到了
88 . 4亿元，各项贷款41 . 9亿元，国际
业务结算量107亿美元，三项指标
在当地同业均列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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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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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0-100%，权益
类资产的标准配置比例是80%。适合风险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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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
80%，权益类资产的标准配置比例是55%。适
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以上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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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华夏银行·盈基金根据
不同投资者的风险类型，推
出不同主题的定投细分服
务，满足投资者个性化理财
需求。

金融动态

投资与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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