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长城城人人寿寿““财财富富优优胜胜””年年金金保保险险元元旦旦上上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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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整个社会老龄化的快速
到来，养老问题成为当下社会最
热门的话题，养老牵涉到千家万
户，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更
为突出。养老不仅仅需要政府统
筹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也需要
每个家庭积极面对，通过补充商
业保险来改变老年生活品质。国
务院下发的新“国十条”明确指出:

“充分推进商业保险对养老的补
充服务，以商业市场对现有的保
障程度较低的养老提供强有力补
充。”

长城人寿顺应市场发展趋
势，经过大量的客户调研、市场分
析，一款贺岁产品“长城财富优胜
年金保险(分红型)”(以下简称“财
富优胜”)将于2015年元旦隆重上
市。“财富优胜”产品在保留过往长
城人寿年金产品优点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凸显了“高返还比例、高贷款
比例、返还速度快、终身增值”等特
点。同时，“财富优选”保单贷款可达
保单现价的95%，是行业内最高的
贷款比例，大大增强了客户资金运
作的灵活性。除此之外，“财富优
胜”还能与意外、重疾、轻症等产品
组合购买，给客户提供全面保障。

一份保单，一生关爱。“财富

优胜”是一款满足客户多重需求
的中高端保险产品，和“长城附加
金钥匙年金保险(万能型)”组合销
售，同时具备年金与万能险双重
优势。

以刚刚喜得贵子的金先生为
例，他选择为刚出生的宝宝投保

“财富优胜”理财计划。在保单生
效满10天后，金先生即可领取有
效保额的30%，做到交钱即领钱，
快速增值。自保单生效后的首个
周年日至被保险人59周岁期间，
金先生每年都能领取有效保额的
20%，既可用于孩子的教育、婚嫁、
创业，也可以累积生息。在被保险
人60至79周岁期间，他每年能领
取有效保额的30%，保证持有稳健
的现金流，养老无忧。随着保单的
每年分红，有效保额年年递增，领
取金额也水涨船高。最后，被保险
人到了80周岁满期时还能领取有
效保额和终了红利。相对其他产
品100岁左右给付满期金的设计，

“财富优胜”80岁给付满期金的人
性化设计，更能满足被保险人养
老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财富优胜”
所有年金给付均可以“零费用”进
入万能账户累积生息，最长可留

存至100岁，且万能账户每月均在
长城人寿官网公布结算利率，收
益透明。从收益来看，自2013年至
今，“长城附加金钥匙年金保险(万
能型)”的结算利率均保持在年利
率4 . 75%以上，处于行业较高水
平。合理安全的投资既保护了客
户资产，又保证了资产金额的稳
健增长。

2012年和2013年，在《金融理
财》杂志社与北京金牌财富研究院
联合举办的中国金融机构理财力

“金貔貅奖”评比活动中，长城人寿
连续两届荣获“年度金牌收益力保
险公司”称号。2014年9月，长城人

寿和金融街集团等公司筹建的“长
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顺
利通过保监会批筹，对长城人寿资
本运作又是一项重大利好。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稳健增值，
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选择

“财富优胜”让您生有所养、老有所
依。拿起您的电话拨打95576或咨
询您身边的长城人寿公司业务人
员，实现财富的长远规划。

(注：本文提到的结算利率的
年利率是日复利方式折算成的年
利率，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
预期，结算利率的年利率是不确
定的。)

12月份的欧洲，最适合游玩的
地方当属阿尔卑斯山。海拔一万英
尺的峰顶上皑皑白雪让人惊艳。12
月份的欧洲，自然也少不了浪漫的
法国巴黎。在塞纳河畔享受阳光午
后，听静静河水诉说安逸生活与左
岸风情。放下手头的工作，放下现
在烦恼，离开周围糟糕的空气，离
开一切阴霾的天气……找个最近
的日子去欧洲散心吧！

通常个人办理出国旅游签证，
需到目的地国大使馆办理。因各国
签证要求不同，一般需要提供回程
机票的预定和确认证明、经费来源
证明等资料。不想要繁冗的申根手
续，不想疲于家和大使馆的颠簸，

不想要漫长的等待时间，其实，这
一切招商银行都能帮你省去。近
日，招商银行面向高端贵宾客户推
出法国(申根)两年多次、三年多
次、四年多次、五年多次往返签证
代办业务。在招行办理法国申根签
证业务所需准备材料无需酒店订
单、往返机票订单等，不仅简单，而
且无需面试、无领区限制。更方便
的是，只需签一次就能够在法国、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申根
国里多次往返。服务还实现了“一
人办理，全家受益”的福利。主申请
人申请签证的同时，还可为配偶和
子女一同申请。一旦获得签证，签
批的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正常使用。

签一次，就能够在长达两年、三年、
四年、五年的签证有效时间内，能
在欧洲26个国家里多次往返，入境
时间长达90天。

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赶紧去
通过招行办理法国两年多次往返
签证吧，因为不久前欧盟委员会在
布鲁塞尔举行“签证政策”研讨会
上，欧盟委员会将于2015年建立全
球签证信息系统VIS，凡申根国家
签证的申请者，都需前往目的地国
家的使领馆或签证中心提交指纹。
欧委会的官员告诉笔者称，该签证
系统预计2015年5月19日在中国正
式实施。这也就意味着：凡是在
2015年5月19日以后办理申根签证

的客户，必须亲自前往本领区的使
馆或领事馆提交指纹信息，但在这
时间之前己经获得签证的客户只
需在申根国入关时录一下指纹即
可。

目前在济南当地所有的招行
网点均可为广大客户办理此项业
务，一般10个工作日即可出签。该
行同时提醒，法国两年多次往返签
证，首次行程必须包括法国。此外，
据悉招商银行还提供各类出国金
融业务，包括提供美元、港币、澳
元、欧元、加元、英镑、日元、新元、
瑞郎九大币种的外币兑换业务；通
过网上银行也可进行外币买卖，还
可以办理境外汇款业务。网银绿色

通道，为您省时省心，简单几步操
作，居家轻松办理。

看来，12月去欧洲占尽天时与
地利啊！让招商银行为您打造一次
赴欧“省心”之旅吧。说走就走，塞
纳河边的斜阳在等待，布拉格辉煌
的广场也在等待，只等你即刻出
发，我们欧洲见。

“陪你，去看外面的世界”

招招行行济济南南分分行行欧欧洲洲申申根根畅畅游游业业务务全全面面上上线线

大盘上周狂飙，沪指涨逾
200点，剑指3000点。市场大涨主
要在于投资者情绪高昂。上周基
金仓位继续上升，但蓝筹股由于
前期涨幅较大面临一定风险，使
得大多偏爱成长股的基金经理
们满仓踏空的同时，面临调仓换
股难的窘境。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
算数据显示，截至12月4日，偏股
方向基金方面，仓位整体继续上
升，再创历史高位。可比主动股
票 基 金 加 权 平 均 仓 位 为
90 . 47%，相比前周上升1 . 22%；
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
为 8 5 . 2 1 % ，相 比 前 周 上 升
1 . 69%；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平
均仓位73 . 12%，相比前周上升
1 . 23%。测算期间沪深300指数涨
12 .7%，仓位有明显被动变化。

不同规模基金方面，各规模
基金亦明显增仓。三类偏股方向
主动型基金中，大型基金加权平
均仓位87 . 58%，相比前周上升
1 . 33%。中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
88 . 68%，相比前周上升1 . 37%。
小 型 基 金 加 权 平 均 仓 位
85 . 16%，相比前周上升1 . 34%。

从具体基金公司来看，所有
基金公司保持高度一致加仓。大
型基金公司方面，南方、大成、华
夏加仓幅度较大；中大型基金公
司方面，万家、鹏华、华安加仓幅
度居前；中小型基金公司方面，
浙商、益民、融通、新华等加仓幅
度较大，信诚、天治、国泰等加仓
幅度较小。从具体基金来看，加
仓幅度较大的基金并无明显的
风格特点，既有如新华资源、易
方达资源等蓝筹风格基金，也有
如长盛红利、纽银策略优选等成
长风格基金，减仓幅度较大的多
为偏好成长股配置的基金。

(财金记者 程立龙)

基基金金仓仓位位继继续续上上升升

满满仓仓踏踏空空调调仓仓难难

自今年6月以来，中国光大银
行在业内首家推出的“房屋交易
资金网上托管业务”实现交易笔
数与交易金额快速双升。截至11
月中旬，已为2000余名二手房交
易客户完成购房款托管超过1000
笔，累计托管金额突破10亿元。

光大银行顺应电子银行发展
趋势和市场需求，于2014年下半
年在业内首家推出“房屋交易资
金网上托管”创新模式，借助光大
银行便捷的网上银行渠道，通过
全流程在线管控、专用POS机具
刷卡、交易资金银行托管、保证金

账户线下落地等模式，实现买卖
双方资金100%安全。

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杨
兵兵总经理表示，“房屋交易资金
网上托管业务”的独特优势还在
于客户在中介门店即可完成托管
协议的签署与汇款，待交易成功
后再到银行进行支取，免去客户
多次往返于银行与中介的奔波。
光大银行此举将服务对象扩展至
国内所有银行持卡人，打破了原
有只能服务于本行客户的金融壁
垒，将优质的服务普惠于广大民
众。同时，二手房交易资金存放于

个人托管账户中，独立于中介的
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
其所有权属于交易当事人，不受
司法部门冻结和扣划的影响，且
目前免除资金托管费用，一经问
世便得到了房屋交易双方及房屋
中介公司的好评与认可。

买房置地在老百姓眼里自古
以来就是头等大事，为广大民众
创造安心、放心、省心的购房环
境，让更多客户体会到领先的电
子银行服务及良好的产品体验，
正是光大银行适时推出“房屋交
易资金网上托管业务”的服务宗

旨。“未来，中国光大银行将会凭
借不断的金融创新，服务于居民
家庭住房消费的各个环节，为广
大百姓的房屋交易资金保驾护
航”。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杨
兵兵总经理如是说。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房房屋屋交交易易资资金金网网上上托托管管累累计计金金额额突突破破1100亿亿

近日，普益财富和西南财
大信托与理财研究所联合发布
的《2014年第三季度普益标准·
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告》显
示，2014年第3季度，理财能力
综合排名前5位的银行依次是招
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
行、交通银行和华夏银行。

在本季度分类指标测度
中，招商银行理财产品丰富性
排名靠前，并在发行能力、收
益能力、以及信息披露规范性
这三个单项能力的排名中均居
前五强，这促使该行获得了综
合理财能力排行榜第一名。

招招行行领领跑跑第第三三季季度度
银银行行理理财财排排名名

投保指南

平平安安直直通通车车险险 车车主主的的放放心心选选择择
前些天气温骤降，刘先生一家

在从亲戚家返回途中，在路边超市
买了些生活用品，结果发现自家汽
车突然无法启动了。眼看着天渐渐
黑了下来，加上天上还飘着冷雨，
刘先生非常焦急，不断打电话联系
救援。这时有位平安查勘员路过，

见状主动上前询问并协助刘先生
查看车辆情况。经过检查，原来车
子是因电瓶亏电导致无法启动，平
安查勘员又主动提供了接电服务，
帮刘先生把车子发动起来。刘先生
非常感动，在向查勘员表示感谢的
同时，一再表示明年一定要把车辆

转至平安承保。在他看来，把车交
给这样的公司很放心。

据悉，车险到期，车主只需拨
打 4 0 0 8 - 0 0 0 - 0 0 0或登录官网
www. 4008000000 .com，或是微
信关注平安直通车险，即可完成
投保及保费在线支付，平安直通

车险会有专门的送单人员，把保
单快递到车主手中，让客户真正
做到省心、省力、省事。从电话车险
到网上车险，再到通过微信平台实
现的移动车险，中国平安全力打造
平安直通车险，让您“投保不出门、
低价不伤神、理赔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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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交通银行联合中粮
集团等走进济南鲁能领秀城社
区，为社区居民带来了“远亲不如
金邻”和“绿色生活”的特色社区
金融服务，附近社区1000余名居

民到场参加了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居民们围在宣传点前，积极地
询问银行卡、理财产品等相关知识
和办理程序，宣传人员耐心讲解，
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现场的张老大

爷表示：“以前去银行还得跑到社
区外面，现在有银行走到家门口，
真是方便多了！”

交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与社区居民的面对面交

流，不仅普及了金融知识，培育了
居民的理财意识;还通过与居民互
动，巩固了与社区百姓的密切联
系，使交行的产品和形象更加深
入人心。 （王雪涛）

送送金金融融进进社社区区 交交行行服服务务鲁鲁能能领领秀秀城城社社区区百百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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