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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孩子的压岁钱，中年人的年终奖，老人的过年钱，可

不能让它睡在账户上，如何在春节期间巧理财？如何让它们“钱

生钱”？

目前，在河南各家银行针对新春消费奉送的大礼包颇具吸引

力。有的是指定商户刷卡直接返现，有的是刷卡消费折上折，有的

是参加活动送红包，还有的是抽奖送礼品……不一而足，各显神通。

同时，在河南的各家保险公司也不甘落后，针对“春节经济”设

计专属产品，完善服务措施，为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穷尽心智。

猴年春节既是你的、我的，也是他的。为我们服务的既有银行

业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有保险业的尽心、尽力、尽智。我们只

列举了部分，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两个行业都在聚行业之力，都为

一个目的，让你、我、他，让河南人民“欢欢喜喜过大年”！

持卡优惠

华夏银行信用卡：青春时尚 SMART
卡，取现免费还能还款他行信用卡；丽人
卡，独享 0.4%超低灵活分期；畅行华夏
信用卡，最高 6%加油返现;华夏精英尊
尚白金卡，一元机场停车。

持华夏信用卡还能享一元看电影、
88 积分乐享星巴克超值饮品、每周五土
大力餐厅消费 200 元内五折优惠重磅
来袭；绑定华夏信用卡免费送 ETC，实
现省内首家上高速“先通行后付费”，另
外还可享受每月两次的“9 元洗车”增值
服务。

中国银行猴年生肖借记卡：1 月 31
日至 3 月 31 日，持卡客户在京东商城、
当当网、1 号店、美团网、中粮我买网、国
美在线、携程、途牛、12306 等网站使用
银联在线支付刷卡消费，单笔交易满
100 元立减 30 元。优惠限每天前 4000
名，每人每月最多享受 3 次。

客户每周六通过银联钱包抢取优
惠券，在全国沃尔玛超市刷卡消费，单
笔交易满 100 元即可抵扣 30 元。优惠
券每周六 10 时准时发放，每人每月最
多抢取 1 张。

理财增值

中信银行步步高升活期理财
产品：5 万元起，存入 15 天，年化收
益 3.1% ；存 入 30 天 ，年 化 收 益
4.0%；存入 60 天，年化收益 4.1%；
存入 90 天，年 化 收益 4.2%；存入
180 天，年化收益 4.3%；存入 181 天
以上，年化收益 4.65%。需要用钱
时，随时赎回，本金立即到账。

光大银行“定活宝”理财产品：
该产品在保证较高安全性和超强
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资为客户
实现高于同期存款利息的收益。
产品期限不固定，收益随着持有天
数递增。产品优势：每日开放，申

赎自由。产品每个交易日工作时
间均可实时进行申购、赎回。申购
当日起息，特别是定活宝（私人银
行版）500 万元起的高端产品，赎回
更可 7×24 小时实时到账，真正实
现了理财的收益，活期的方便。

期限灵活，收益递增。产品根
据客户每笔投资本金参与理财天
数的长短，提供阶梯递增式预期年
化收益率，持有时间越长，理财收
益越高。

同类产品，收益可比。本产品收
益在银行相同产品中保持较高水平，
更远高于同期定期存款的收益。

外出护航

平安财险：2 月 1 日 至 15
日，平安车险将在全国范围开展

“平安回家”主题活动，在郑州商
都路潭南街、洛阳郑卢高速周山
收费站等 259 个全国重要路段
设置护航服务站点，同时，还联
合百度地图开通服务站点导航
服务，为每一位车主提供更全面
贴心的保障。

客户可第一时间使用“口袋
理赔服务”在线自助处理，无须
电话报案、现场查勘等环节，只
需通过“好车主”APP 或平安产
险官方微信移动平台完成“点选
出险经过—拍照—选择修理厂”
三个步骤，即可完成复杂的车险
理赔流程。

而对于较复杂车险案件，平
安车险还提供了小安智能指引，

即客户可以通过好车主 APP 或
平安车险官微移动平台实时查
看查勘员位置，在线完成一键跟
踪理赔流程等。在春节假日期
间，每位使用车险口袋理赔及小
安智能指引的客户，还可获得新
春暖心红包——“50 元神州专
车券”的惊喜礼包。

大地保险：“人在旅途—自
驾游系列”:保障被保险人驾驶、
乘坐家用车、租赁车期间的意外
伤害责任。长达一年的保险期
限搭配高达 20 万元的保额能够
满足绝大多数经常开车坐车人
群的保险需求；同时，精准定位
的保险责任也使得该保险产品
的保费相对低廉，仅需 72 元，基
本不会给投保人造成额外经济
负担。

免费赠险

中华保险：春节期间免费提供
100万份意外伤害保险，为有需要的社
会群体提供高额风险保障。凡活动期
间乘坐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四类公
共交通工具人员皆可通过万联金网微
信公众号免费领取。投保成功后可收
到短信提醒，并可在万联金网公众号

“个人中心—我的订单”查看。
风险保障——在保险合同有效

期内，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上述
四类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
致身故或者残疾、保险人依照合同约
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保额——飞机 10 万元、火车 10
万元、轮船 10 万元、汽车 10 万元。

保险期限——7 天。
活 动 时 间 ——2016 年 1 月 27

日-2 月 22 日。

鼎和保险:2 月 3 日至 18 日，为会
员客户免费提供共计 16 天的旅行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 10 万元。此外
还启动了“春节福袋，带爱回家”新春
健康回馈活动，为直销会员和准会员
准备了丰盛的“健面礼”，包括春雨医
生在线诊疗体验券、瑞慈体检现金
券、罗莱家纺代金券、有机健康食品、
进口保健品等。

随着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日益
普及，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领
域，通过众多伎俩盗骗客户资金，对
客户资金账户安全造成威胁。建行
网银专家支招，无论网银诈骗花样怎
么翻新，掌握以下防骗妙招，不法分
子就无从下手。

1.认清网站，避免误入假冒网站。
2.妥善保管。妥善保管身份证

件、银行卡、存折及网银盾、动态口令
卡等重要介质，不要随意交给他人使
用。勿将账户信息、证件号码及密码
信息等透漏、告知其他人。同时，妥
善设置网银盾密码。

3.安全上网。不要在公共场所使
用网上银行，以防止被他人窥视。请
勿随意点击短信链接，请勿随意登录
不明 WiFi。

4.提高警惕。切勿随意下载安装

不明软件或运行不明程序，不浏览不良
网站或下载来源不明软件，不要开启来
历不明的电子邮件和操作系统以及
MSN和QQ等工具软件的远程协助功能。

5.安全用盾。完成网上银行交易
后，请将网银盾及时从电脑上拔出。

6.定期杀毒。建议您安装杀毒软
件和病毒防火墙并及时升级，定期查
杀电脑、手机病毒。

7.防止诈骗。不要轻信以亲人、
政府或其他机构名义通过电话、网络
要求您汇款或进行网银操作的内容，
以防诈骗。

8.勿贪便宜。别因贪图便宜进入
假冒电子商务网站或诈骗网站进行
消费，他们往往以价格极低的商品信
息诱惑用户。

9.在柜台开通电子银行时，务必
使用本人的手机号码。发现手机 SIM

卡信号及短信功能异常，及时到通讯
商处咨询。

10.保护好自己的通讯商手机服
务密码，以免外泄，如果手机丢失或
手机号码更换，请及时注销手机银行
业务。

11.存疑咨询。当您感觉在交易
有疑问时可在第一时间通过银行客
服电话进行咨询或办理挂失。

12.及时报案。如果您认为资金
被盗或诈骗，请及时到当地公安机关
进行报案或拨打 110 反欺诈热线。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安全使用电
子银行就是要保护好“一卡”“两码”

“三要素”：所谓一卡就是银行卡及网
银盾，两码是指电子银行密码及短信
验证码，三要素是身份证号、账号、手
机号码等个人私密信息，上述内容切
勿随意留存。 （杜红升 梁炜）

安全支付 欢乐过节

大地保险：微信端产品—我爱吾家假期
款：主要保障假期出行期间房屋及室内财产
因盗抢、水管爆裂、燃气意外爆炸等造成的
财产损失，保障期间可以自由选择 7 天、15

天、30 天，保险费分别为 9.9 元、19.9 元、39.9
元。旅行可以说走就走，但家需要一份保
障，我爱吾家假期款是非常适合假期出行期
间购买的一款产品。

家财无忧

巧借压岁红包 培养少儿财商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青少年未来
面临的挑战有增无减，所有人都有这
样的共识：“要赢在起跑线上！”其实
除了具有良好的学历和一技之长以
外，最重要的是——提高青少年的理
财智商，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可以经
济独立、财务自由、创造财富、面对未
来的成功者。那么如何借助春节压
岁钱培养孩子的理财习惯呢？

首先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

理财账户。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拿
着家庭的户口簿，到银行以孩子的名
字办理一张银行卡，借机教孩子一些
理财小常识，帮助孩子形成积累财富
的良好习惯。

其次是让孩子学会科学开支。家
长可以帮助孩子制定一份压岁钱开支
计划，每月给他固定的开支指标，让其
定期从存折上支取，这样，孩子就会对
理财预算略知一二，并且会逐渐养成

有计划、有目标的良好消费习惯。
此外，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正

确的财富观。孩子总认为父母的钱是
从钱包和自助取款机上轻松取得的，他
们看不到父母赚钱的辛苦，如果能让孩
子从劳动中切身体会挣钱的不易，他们
便会更加珍惜手中的每一分钱，从而使
他们形成“勤劳才能致富，付出才有回
报”的正确世界观和财富观。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张营兵）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
的财务需要和风险，这种财务风险
可 以 通 过 保 险 来 合 理 配 置 和 安
排。保险不仅提供生命的保障，也
可以转移风险、规划财务需要。因
此保险也是众多理财工具中不可
缺少的一种方式。春节期间是消
费者购买保险的一个高峰期，但是
如何选择适合的产品、如何为家庭
成员购买保险，这里面还有不少学
问呢。

买多少？购买保险的保额（即
保险公司理赔的最高额度），一般
为年收入的 10—20 倍。如果出现

意外疾病等极端事件，家人可以获
得一定的赔偿，可以帮助一家暂时
渡过难关。如果保额太低，不足以
维持家庭未来的财务需求。

花多少钱？买保险并不是花
钱越多越好,因为保险的缴费期限
一般比较长，如果缴费过高，可能
会出现缴不起保费的情况而导致
保单失效。

买什么？买保险的顺序一般
遵循先大人后孩子，先买意外、健
康、养老类保险，再配置子女教育
金和理财类保险。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石伟云）

合理投保 规避风险

新春理财 保险护航

春节期间，光大银行推出《黄永
玉 贺 岁 金 猴 票》。 此 金 猴 票 1.6g，
1088 元，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上海
造币厂铸造生产，稀有带面值的黄金
邮票，有中国邮政的字样，工艺精
湛。光大银行渠道独家销售，其他渠
道无法购买。

此套猴票是首创 80 版猴票的著
名艺术家黄永玉的力作。限量仅 50
万枚，赠送同版纸质版个性化邮票。
2 月 7 日前购买，还可享受优惠。

金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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