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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孝心心消消费费成成新新宠宠 银银联联推推出出重重阳阳感感恩恩季季
为倡导重阳弘扬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并与现代
文明发展有机结合，9 月 2 7 日，
2014年银联IC卡“重阳感恩季”活
动山东启动仪式在贵和购物中心
西广场欢乐举行。

启动仪式的主题是宣扬“家庭”
理念，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传统美德，来自中国银联山东分
公司和各大银行、各大商户的代表
与中老年朋友欢聚一堂，为老年朋
友带来重阳节里的温情祝福。

据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
1 . 67亿人次，近半处于空巢状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适合自
身发展需要的地方工作，大多数老
人长期孤独无伴，各种心理问题也
相继产生。早在1989年，我国就将

“重阳节”定为“老人节”。 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趋势和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巢老人

增多日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
势，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提及重阳节的心愿，大多数老人
都表示，希望儿女们重阳节回家吃个
饭。也有不少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表达
了矛盾心情，既希望孩子们回家，又心
疼孩子们在外打拼的不容易和无奈，
希望他们以工作和个人发展为重。

但是外出就业的子女们，却因
工作需求、朋友同事聚会等问题，
无法满足父母的需求。直面空巢老
人的失陪现象，中国银联启动“重
阳感恩季，用芯来孝亲”大型系列
家庭消费活动，从带父母看一场电
影、吃一顿饭、逛一次超市开始，力
倡“孝心消费”。

据了解，银联“重阳感恩季”活
动将在9月2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
月2日，中国银联将携手各大商业
银行与知名商户，奉上包括“好戏
连台”、“欢乐聚宴”、“礼敬长辈”三

大主题在内的系列精彩活动。
在山东当地，银联推出包括釜

山料理、大渔铁板烧、和绿寿司、汤
皇小厨、晋善晋美、东来顺火锅等
多家餐厅美食62折，鲁信、新世纪、
百利宫等多家影院6 . 2元观影，银
座百货、贵和购物、振华百货、屈臣
氏、沃尔玛、济南万达百货等多家
商场超市满额立减等众多优惠。银
联卡持卡人只需登录“银联钱包”
网站或“银联钱包”手机客户端就
可以在每天10：00和下午14：00免
费获取各种活动优惠券。

重阳感恩，银联作为企业的行
为，有利于形成社会积极的舆论反
思和群体行为，让在外打拼的年轻
人多一些给予老人关爱和陪伴，用
情感和关爱让空巢不空。这不仅仅
是企业的市场活动，更是充满人文
关怀的企业价值观表达，社会责任
感与担当。

2004年2月，光大银行率先在
国内发行第一款银行外币理财产
品——— 阳光理财A计划；同年9月，
发行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阳光理财B计划。此后，光大银行还
陆续推出了国内第一个人民币结
构化产品——— 阳光理财A+计划、第
一个人民币信用关联产品——— 阳
光理财C计划、第一支债券投资理
财产品——— 稳健一号等多个首创
性银行理财产品。

经过十年的创新发展，光大银
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财产品谱
系，产品形态涵盖固定收益、股票
基金、全面配置和另类投资等，产
品投资范围覆盖全球各大资产类
别，产品设计和交易模式中也已融
入本外币资产配置转换、衍生交
易、资产证券化、动态保本技术等
概念与机制，能为机构和个人投资

者提供全面及个性化的资产管理
与财富管理服务。截至2014年6月，
光大银行理财销售规模已超过7万
亿元，理财余额达到6500亿元，仅
2014年上半年即为投资者带来理
财收益217亿元，较2013年6月末同
比增长109%。

理财业务发展至今，过去创新
所依赖的管制套利、填补投资谱系
空白等动力已接近尾声，理财业务
将逐渐向资产管理转型已成为广
泛共识。为此，光大银行着力实现
转型，并将目标定义为“双F”模式，
即一方面拓宽固定收益类产品的
投向，同时涉足权益类资产，根据
投资业绩对投资管理人及资产配
置进行动态调整，进一步完善权益
类FOF、MOM产品体系，增强投资
顾问遴选和管理能力。

依托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模型，

光大银行“阳光理财”业务已真正
实现开放式运作，同步推进的风控
体系切实有效，为其合规发展提供
了保障。据普益财富报告显示，自
2008年以来，光大银行风控能力已
连续六年位居前十，其中2010年、
2013年风控能力排名第一。事实
上，光大银行是国内第一家对理财
投资进行托管、第一家对理财产品
进行内部风险定级与外部资信评
级的金融结构，此举有效提高了银
行理财产品风险揭示透明度。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资资产产管管理理能能力力持持续续提提升升

光大银行提示您关
注济南分行微信公
众平台。关注方法：
打开微信，点击“发
现 ”，选 择“ 扫 一
扫”，扫描成功后点
击关注，即可添加。

进入九月以来，华夏银行济
南分行积极响应银监会号召，以
提升公众金融素质，加强消费者
合法权益保护为目标，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
动，以“多一份金融了解，多一
份财富保障”为主题，开展了金
融知识进万家等一系列活动，让
消费者在身边就能享受到网点一
样的咨询服务。

据了解，该行本次宣传服务
月活动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主
题是“金融知识早接触，走向社
会有帮助”，引导辖内青少年增
进金融知识，合理使用银行产品
和服务，重点围绕财务管理、个
人贷款、信用卡、借记卡、电子
银行、自助设备等六项内容进行

宣传讲解，“财务管理”部分引
导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的金融观
念，介绍信用记录、记账习惯、
理财常识等内容，而“个人贷
款”部分则加强宣传助学贷款、
留学贷款、大学生创业贷款等知
识。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该行
各支行网点均以各种形式展开宣
传活动。在支行网点外，LED屏
显示出循环播放的金融知识宣传
标语和安全用卡提示。据了解，
为确保本次宣传月活动顺利进
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还专门设
立了2014年银行业金融知识宣传
月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本次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

9月1日活动启动后，华夏银

行济南分行在开展网点宣传、走
访社区宣传的同时，还积极深入
校园，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通过青少年比较
关注的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
体开展线上宣传。在华夏银行的
官方微信账号中，可以看到“银
行卡网络支付安全月”、“银行
卡网络支付安全知识”等推送。
在“银行卡网络支付安全知识”
的消息中，更是加入了生动的漫
画详解版。“图文并茂的宣传，
在效果上明显好于单纯的文字叙
述，有助于青年群体了解金融和
银行知识，切实落实金融惠民，
普及金融知识”该行宣传月活动
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财金记者 王小平)

落实金融惠民 普及金融知识

华华夏夏银银行行济济南南分分行行积积极极推推进进金金融融知知识识宣宣传传月月活活动动

理财产品是客户进行投资的
重要工具，包括由商业银行自行
设计并发行的产品，以及商业银
行代理销售/推介的各类公募基
金、保险产品、信托计划等等。理
财产品收益相对较高，但具有一
定的投资风险。

规模位居

股份制商业银行首位

作为零售银行业务和资产管
理业务的重要推手，银行理财产品
近年不断保持高增长趋势。股份制
银行近年来的表现更为抢眼，在发
行量和预期收益率方面普遍增大
力度。2006年以来，招行理财业务

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
末，招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年均增
长率102%，理财管理余额年均增
长率43%，理财收入年均增长60%，
累计实现中间业务收入97亿元。

截至2014年7月末，招行理财
产品管理余额突破1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75%。截至2014年7月，招行
2014年度已发行各类理财产品
1743只，发行规模8226亿元，理财
产品管理余额为10052亿元。

综合能力持续增强

在理财业务业绩靓眼表现
的背后，招商银行理财产品的服
务能力也获得了国内权威机构

和媒体的高度评价。根据普益财
富银行理财能力上半年排名报
告显示，全国性商业银行中，理
财综合能力排名由招商银行和
交通银行领跑。其中，招商银行
位居理财能力综合排名前列，因
为该行在理财产品丰富性、发行
能力和收益能力、风险控制能
力、信息披露规范性、评估问卷
得分等各个单项排名均位居全
国性银行前列。招商银行以丰富
的理财产品项目再一次列居行
业前列。普益财富的报告指出，
招商银行在收益类型、投资币
种、投资对象、投资期限、投资起
点等5个子项目中至少有3个以
上都表现较为突出。

财富管理专业能力

业内领先

近年来，招行在打造财富管理
的专业性与定制化服务方面取得
了较好成效。自2007年推出私人银
行服务以来，经过7年多的发展，招
行已经构建了以专业的投资顾问
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服务体系，搭
建起品种齐全的开放式产品平台，
打造了从“市场研究观点”到“投资
策略”到“大类资产配置”到“产品
组合选择”以及“绩效跟踪检视”的
全面资产管理与产品服务能力，并
提供满足高端客户需求的增值服
务体系和营销活动平台。根据中报

数据，招行私人银行客户数超过
29219户，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
资产超过6621亿元，在客户数和管
理总资产上成为国内的领头羊。

此外，招行建成了国内第一个
银行资产配置系统，该系统是其财
富管理专业能力建设方面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其“金葵花”客户可享此
项量身定制化的资产配置服务。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系列报道之三

招招行行济济南南分分行行：：致致力力于于打打造造专专业业理理财财服服务务

日前，2013-2014年度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结果
在北京揭晓，中国平安凭借长
期以来对股东、客户、员工及社
会的良好责任及担当，从80家
入围企业中脱颖而出，连续第
十三次荣获“中国最受尊敬企
业”称号，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
综合金融集团。

本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
业评选”依据行业领袖、创新
竞争、永续发展、环境友好、公
益慈善五个关键词对企业进
行综合考量，由数百名学者专
家、媒体、公益人士及企业管
理者提名，并经多轮审核及投
票，最终30家企业获此殊荣。
主办方评价，中国平安始终将

“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根基，

同时以“专业”为纽带，持续地
为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创
造最大化价值，切实履行企业
公民责任，赢得了社会各界广
泛好评，是连续多年值得尊敬
的典范。

中国平安表示：能够连
续13年荣膺“最受尊敬企业”
称号，是对公司持续践行社
会责任的积极肯定。秉持“专
业，让生活更简单”的品牌理
念，中国平安在保持各项业
务稳健发展的同时，将持续
利用现代科技推进各相关领
域的创新与发展，怀揣恪尽
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变初心，
以专业产品和贴心服务深耕
发展，更好的回报股东、客户
和社会各界。

中中国国平平安安蝉蝉联联““最最受受尊尊敬敬企企业业””

9月26日，招行济南分行在
招行大楼成功举办“2014年四
季度境外市场投资策略报告
会”，招行贵宾客户50多人参加
了此次报告会。

招行总行高级顾问、财富
管理专家郑致芬女士在报告会
上指出“境外市场离我们很
近”，并先后从股票市场、外汇
市场、贵金属市场等方面，与客
户分享了境外市场投资策略。
她结合当前市场的关注点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讲解，现

场多次响起阵阵掌声。
招商银行每年举办多次

的投资策略报告会，并凭借自
身强大的市场研究能力不断
为贵宾客户提供投资理财及
私人订制服务等新产品。如
招行近期推出的创新金产品

“金生利”不仅让黄金生出利
息，同时黄金可免费存放银
行，解决了保管问题。在此次
报告会上提到的“港股通”及
出国金融业务也得到客户的
一致青睐。

招招行行济济南南分分行行举举办办
四四季季度度境境外外市市场场投投资资策策略略报报告告会会

日前，济南市济阳县仁风
镇中心小学校园内，由爱心人
士王功伟出资捐赠的长城人
寿“萌芽100”爱心图书室正式
举行揭牌仪式。这是长城人寿
在全国捐赠的第103座爱心图
书室，是山东地区的第20座。

仪式上，学生代表向出席
领导献上红领巾，学校向爱心人
士赠送了题为“萌芽100 爱心

传递 捐书助学 真情永驻”
的锦旗，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
诵读了致爱心人士的感谢信。
此外，学校校长带领出席揭牌
仪式的嘉宾参观了学校图书
室，并将爱心人士捐赠的2000
余册新书摆上书架。萌芽100”
爱心公益活动旨在以100分的
的真诚与奉献，为更多孩子提
供100分的关爱与温暖。

长长城城人人寿寿图图书书室室落落户户仁仁风风镇镇小小学学

为搭建更好的服务平台，
提升公司服务和客户体验，华
泰人寿山东分公司“牵手华泰

幸福健康”第二届客户服务
节于8月至9月全面启动，在全
省十三地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客户服务活动。

客服节期间，华泰人寿“小
小铅笔”爱心公益计划走进枣庄
徐庄镇丝宝侨心小学，华泰人寿

山东分公司向该校定向捐赠了
10000支环保铅笔及其他学习用
品；各地市的华泰人寿机构通过
开展“华泰有爱、责任在行”活
动，向患有重大疾病及残疾的客
户送去了关怀。华泰人寿山东分
公司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2014
年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爱无
疆、责任在行”年度主题，体现了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华华泰泰人人寿寿山山东东分分公公司司举举办办第第二二届届客客服服节节

财金资讯

招商银行济南分行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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