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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理财hold住稳定收益

金融方面遇难题

拨打本报维权热线

钱袋子就是命根子，对于老百姓来
说，金钱的配置关系着整个家庭的生
计，存银行、买保险、还是选择投资公
司？哪个环节都不容出现问题。

在3·15到来之际，本报开通金融维
权热线0543-3210007，您在与金融机构
打交道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提供新闻线索。

滨城联社

维护消费者权益

滨城联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
强内部管理，强化落地执行，全力践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形成了
该项工作新常态管理，社会公众受益
面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一是完善风险提示机制，向消费
者客观充分披露该联社金融产品和
服务的有关信息；二是强化科学管
理，切实做好客户信息保护工作；三
是完善投诉处理机制，畅通保护银行
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渠道；四是丰富宣
传载体，做好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工
作；五是健全考核机制，做好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的绩效管理；六是突出
差异化管理，提升特色金融服务水
平。 (黎汝冰 宋阿滨)

滨城联社

规范化打造舒心服务

滨城联社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擦亮服务窗口，提高员工的文
明服务意识，展示员工的良好精神风
貌。

打造称心工程。以开展“规范化服
务”和“星级柜员”等活动为抓手，大力
加强文明服务建设，实施站立服务、微
笑服务，客户感觉服务更称心了。

打造舒心工程。按照统一规范，加
强营业场所服务环境建设，对门面和
营业环境进行了美化、亮化、绿化，客
户感觉服务环境更加温馨、舒适、便
捷、服务更舒心了。

打造省心工程。加快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电话银行、POS等业务营销，
科学布设自动取款机、存取款一体机、
农民自主服务终端等设备，优化业务
流程，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金
融服务，客户感觉更省时、省事、省心
了。

打造暖心工程。营造和谐的工作
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
提高服务效能，客户感觉更暖心了。

(黎汝冰 毛秀君)

太平人寿率先推出
万能险新产品“网赢一号”

伴随着中国保监会万能
险费改政策的正式出台，几乎
与此同步，太平人寿率先推出
万能险“太平网赢一号终身寿
险(万能型)”，成为费改后国内
保险市场首个万能险产品。与
新政相呼应，该产品较以往万
能险相比，体现出“三大改
变”，在着力体现“费改”精髓
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费改”
带来的诸多裨益。

太平人寿有关人士称，
“‘三大改变’可以概括该产品

的特点和卖点”。
一是根据保监“放开前

端”的政策精神，“网赢一号”
收益保底高、预期高。“网
赢 一 号 ”保 证 最 低 年 利 率
3%，确保资金安全的同时，
更可拥有长期稳定的增值收
益 ，三 年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5 . 5%；二是产品费用低廉，
改变了过去费用收取缺乏灵
活度的局面。“网赢一号”免
收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退
保费用也相当低廉。三是保

障功能显著，一改过去投资、
保障兼容性不佳的情况。契
合了保监会“回归保障”的监
管导向，“网赢一号”提升了
其作为万能险的风险保障责
任。“网赢一号”完全满足这
个规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
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
故，按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
120%给付身故保险金；因意
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的，按
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150%
给付身故保险金。

根据保监会有关规定，太
平人寿为本万能保险产品设
立万能账户。该产品还特别为
客户贴心设计了年金转换功
能，可申请将部分或全部保单
账户价值以保费形式转换为
年金保险。另外，客户还享有
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提取权，
当客户面临突如其来的资金
需要时，可以随时要求申请部
分提取保单账户价值，以作应
急之用。“万能”实至名归。

(通讯员 刘雪静)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应应用用电电子子发发票票
应用范围还可进一步拓展

近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
寿”)在北京市试点使用电子
发票，这是我国内地第一次在
金融保险领域实践电子发票
应用。据悉，中国人寿于2014
年12月30日开出第一张电子
发票，这是我国内地首次将电
子发票应用到“线下”非电商
业务，在电子发票发展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人寿的
电子发票应用，对于将电子发
票拓展到更多行业和领域，发
挥更大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
重要意义。

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大力推
进电子发票发展的要求，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子发
票试点的有关规定，北京市
国税局、商务委、地税局、工
商局联合发文扩大电子发票
应用试点范围，将电子发票
应用到金融保险、大型零售
和电信等线下领域。为了使

“营改增”对电子发票试点企
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北京地
税与北京国税创新合作模
式，采用国、地税共用一套电
子发票系统的方法，同时在
增值税和营业税纳税人中推
广电子发票应用。中国人寿
是中国最大的寿险企业，客

户量大，信息化程度高、内部
控制严格，北京市政府有关
部门积极支持其作为此次金
融保险业电子发票应用拓展
的首家试点单位。

据中国人寿介绍，使用
电子发票是中国人寿不断开
拓发展、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加强企业运营实力的创新措
施。在北京市国、地税协作模
式支持下，中国人寿与电子
发票服务平台技术支持单位
东港公司共同协作研发，实
现公司内部业务系统和税务
机关电子发票管理平台的对
接，支持公司电子发票的开
具、传输、查验管理等功能。

系统上线后，中国人寿客户
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向公司
支付保险费时，可以选择使
用电子发票。选择电子发票
后，消费者将取得电子发票
查验信息，随时可以通过企
业官网和税务机关电子发票
服务平台进行查验。

电子发票的应用不仅针
对电子商务业务，更能够拓展
到社会经济各行业。电子发票
的广泛应用对于全面支持绿
色经济发展、维护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强化税收征管，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

(通讯员 王惠强)

2月2 8日央行宣布 ,自
2015年3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
率。这也是继去年11月之后
三个月内的第二次降息，眼
看利息又要缩水，哪些途径
才能稳住收益呢？根据目前
情况，多样化的投资或许可
以hold住稳定收益。

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加大

存款可以货比三家

2月28日央行宣布 ,自3
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一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
个百分点至5 . 35%；一年期
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
分点至2 . 5%。但是，结合利
率市场化推进改革，金融机
构的存款利率浮动空间也进
一步加大，上浮幅度由基准
利率的1 . 2倍扩大至1 . 3倍。。

而此次利率上浮的空间

加大，也加剧了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的利率竞争，部分银
行一浮到顶上浮30%即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3 . 25%，也
有银行上浮20%至3%，但国
有银行的上浮幅度大多稳定
在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不到3%。因此储户也可以
通过多方比较，选择去利息
较高的银行存款。

灵活资金

仍可选“宝”类理财

3%的收益还是太低？那
么备受关注的“宝宝类”产品
又将如何受到降息的影响呢？

互联网“宝”类产品作为
货币基金的衍变形式，收益
肯定也会受到降息的影响，
但是去年1 1月份央行降息
后，以“余额宝”为首的互联
网类理财产品收益率依旧稳
定在4%以上，远比定期存款
高，再加之随用随取等便捷

条件，依旧是灵活资金的理
财首选。

降息利好股市

可选偏股型基金获利

虽说股市今年走势喜
人，但是，行情变化莫测，非
专业人士要想在股市获利，
可以关注偏股型的基金。相
关数据显示，773只主动偏股

基金前两月平均单位净值增
长率达到11 . 17%。

白领李先生告诉记者，
“去年年底，银行的朋友推荐
了几支偏股型基金，收益还
是不错的，综合整体形势来
看，今年的股市应该也不会
差，可能还会加大在基金方
面的投资。”

(记者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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