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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代理个人
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业务
中国银行代理个人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业务，
是中国银行以上海黄金交易所金融类会员的有效代
理资格，为个人投资者提供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交
易的渠道，根据委托进行贵金属现货和延期合约的
交易，并代理个人客户进行资金清算、保证金管理和
提出现货等。
金交所代理业务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国内贵金属
市场的交易渠道，
具有以下优势
一、交易品种丰富：金交所代理业务包含了上海黄
金交易所主要的交易品种，目前中国银行提供的交易
品种有现货合约 Au99.95、Au99.99、Au100g 和延期
合约 Au(T+D)以及 Ag(T+D)。
二、杠杆双向交易：延期合约采用保证金交易的形
式，具备杠杆放大功能。同时延期合约支持多空双向
交易，满足了客户灵活交易的需求。

三、费用低廉：在中国银行金交所代理业务推广期
间，免收客户开户手续费。交易手续费最高不超过万
分之八，
具体费率可咨询中国银行当地分行。
四、资金安全：中国银行对开户的资金实行保证金
专户管理，
确保客户资金安全。
五、价格透明：客户自行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
易报价，
报价与系统实时同步，
价格透明，
不加点差。
六、交易快捷：业务实行 T+0 交易清算，可满足客
户日内短线交易的需求。
七、交易系统先进：中国银行提供的网银端具有先
进的风险控制与保证金管理功能，系统稳定性高；交易
客户端拥有清晰友好的下单界面与丰富便捷的下单交
易功能。
八、提货保障：提取的实物符合上海黄金交易所交
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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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伪基站
假冒 95533
进行短信诈骗的提示
近期，我行连续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
冒充我行 95533 客服号码向客户发送短信，以积分
兑现、调整信用卡额度等为名，诱骗客户登陆钓鱼
网站，骗取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实施诈骗活动，给客
户造成了损失。我行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报
告了电信主管部门。
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客户，收到 95533 发来的短
信，一定要提高警惕，认真核实建行官方正确网址，
必要时拨打 95533 进行确认，谨防上当受骗。
中国建设银行官方网站为 www.ccb.com
官方手机网页为 m.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
2015 年 12 月 26 日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

中国农业银行推出 3D 展示贵金属新品
2016 丙申猴年即将来临之际，2015 年 12 月 10 日中国
农业银行于 2016 春天行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金猴献瑞贵
金属新品，产品外观设计以《大闹天宫》中齐天大圣为主体
形象，分为 1 克金、2 克金和 5 克银三款。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 1961-1964 年
制作的一部彩色动画长片，该片作为中国动画片的经典影
响了几代人，先后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

片奖、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三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
特别奖、1978 年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本年度杰出电影等国
内国际大奖。
金猴献瑞产品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工艺美术
大师沈志云老师手工雕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下最流行
的增强现实技术完美结合。产品外观精美，正面印有七彩
祥云及齐天大圣祝福形象；背面为齐天大圣送福图样；产

品包装独具特色，是一本“活”的动画书，配有幻彩卡片，客
户通过软件扫描能看到《大闹天宫》的立体情景剧场，可以
陪孩子、家人一起重温经典。
金猴献瑞产品弘扬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乐观向上，
正直勇
敢、
一诺千金、
情深义重等中华传统美德，
展现了中国农业银
行主动承担传播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
是广大客户
承载传递父母之恩、
朋友之谊、
子女之爱的上佳之选。

2016 中国人寿鑫福年年产品有什么亮点？有哪些保障？
鑫福年年作为中国人寿 2016 年的开门红产品，也是
中国人寿 66 周年庆，回馈给客服的一份豪礼，吸引了许多
关注的目光。那这一款产品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它又
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保障呢？
鑫福年年的五大亮点
亮点一：
高
1.顶额预定利率：
固定收益高。
2.年金高：充裕年金，
精彩人生。
生效后领取首期保费的 12%，以后每年领取保额的
15%。
3.金账户：结算利率高。
4. 意 外 身 故 高 ：越 老 越 值 钱 ，可 附 加 长 期 意 外
ABCDE，
定向高保障。
亮点二：
稳
钻石金账户：
保底高，
只涨不跌最低涨 2.5%。
亮点三：
快
返本还收益，
收益一直高。
最早 55 岁返本，返本后依然按照第二年开始的金额领
取。
亮点四：
活
1.年年返本、中间返本、可以领取也可以进入鑫账户、
支取灵活、免费领取。
2.主险保费续期可以提前追加进入鑫账户，提前享受
鑫账户收益，自动交纳续期。
3.续期追加保费面追加费用(500 万以下)；领取免费；

结论：存取都免费。
亮点五：
安
资产保全、财富传承、法律契约、避税避债。
当定额预定利率碰到钻石鑫账户：财富双子鑫 理财鑫
地标。
保障内容：
一、
生存保险金
若合同生效满三个保单年度，且被保险人生存，生
存保险受益人可向本公司申请生存保险金。自生存保
险金受益人提出申请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起，若被保
险人生存至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每年在本合
同的年生效对应日按当时个人账户价值的 10%给付生
存保险金。
二、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满十八周岁的年
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
身故当时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1.本合同所交保费(不计利息)，但必须扣除被保险人身
故时，投保人累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和生存保险金受益
人累计领取的生存保险金;
2.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
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身故，本公
司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一年内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合同被保险人身故当时
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1）本合同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 120%，但须扣除被保
险人身故时，投保人累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和生存保险
金受益人累计领取的生存保险金两者之和的 120%;
（2）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1%。
被保险人因前述意外情形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
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1%给付身
故保险金。
三、
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
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
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六十
五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
条第二款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再按被保险人身故
当时本合同个人账户的 50%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投保示例：
30 岁男性，年交 10 万元保费、5 年交、约定 60 岁领取祝
寿金、基本保险金额 68082.79 元。
充裕年金，精彩人生：30 岁领取 12000 元，30 岁至 79 岁
每年返还 10212.42 元。
快速返本，期满贺寿：60 岁返还 50 万元，80 岁返还
68082.79 元
万 能 账 户 ，二 次 增 值 ：80 岁 时 中 等 账 户 价 值 为
3208861，
高等为 5019477
意外保障高，越老越值钱：65 岁时意外身价高达到
2298067 元。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阳分中心
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代表征召公告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是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唯一的销售管理职能机构。现根据即开型体育彩票市场
的发展情况，安阳分中心拟向社会公开征召即开型体育彩
票销售代表。
一、工作职责及征召区域
即开型体育彩票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主力销售品种，
它具有即买、即中、即兑的特点，深受广大彩民的追捧和
喜爱，市场发展前景广阔。销售代表，是指在彩票中心
授权区域内开展即开型体育彩票相关业务工作的专职
网点服务人员，主要负责即开型体育彩票及物料配送、
网点销售指导、活动执行、培训开展以及新销售渠道开

拓等工作。
本次拟在安阳市区、林州征召符合条件的即开型体育
彩票销售代表。
二、
征召要求
1.年龄 20 至 50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不少于 10 万元的
周转资金，报名者户口应为拟征召地区的常住人口。以上
须出具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
2.具备一定的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县区报名申请者须
自有机动车辆。
3.有快速消费品市场经验、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代表
经验或彩票销售经验者优先。

三、
酬金
根据工作业绩按比例提取，详情咨询安阳体彩分中
心。
四、
报名办法
本次征召采取现场报名方式，申请人可前往地市体彩
分中心现场报名。
五、
其他
报名截止时间：2016 年 1 月 3 日 17 时。
各地市分中心咨询电话：
安阳分中心：0372—593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