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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许昌太平人寿理赔了一
起开业以来的最大理赔案件，客户
张某收到理赔款30万元，对公司快
速高效的理赔服务连连称赞。
2012年12月张某购买了一份太平

无忧终身寿险，今年4月被查出患
有乳腺癌；5月18日申请理赔，客户
没想到仅仅5个工作日，便收到了
理赔款30万元。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康平）

5月28日，光大银行郑
州分行在文博广场、绿城广
场、中原万达广场三地，同

时启动了“中国光大银行综
合金融服务广场行”活动。
进行了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以及理财、信用卡、出国金
融、ETC等金融知识普及。
F（记者 徐曼丽 ）

5月26日，中信银行交
易银行品牌焦作地区发布
会成功举行，标志着中信银
行交易银行品牌——“交

易+”在焦作正式落地。中
信银行焦作分行将以此次
品牌发布会为契机，掀起交
易银行业务营销热潮，全力

构建“不止于金融”的交易
银行体系，不断探索具有焦
作特色的交易银行业务发
展路径。F(李小德)

近日，由国际权威财经
机构《The Asian Bank-
er》（亚洲银行家）主办的
2016年度国际交易银行成
就大奖评选，在越南河内揭

晓最终结果。经过多轮严
格审查和国际评委会投票，
招商银行在与众多强劲外
资银行较量中，凭借在交易
银行领域创新的业务融合、

优秀的体系架构及优秀的
业绩表现，勇夺“中国最佳
交易银行”大奖。F（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李瑞香）

近日，来自全国的近30名太平
人寿VIP客户齐聚上海，体验了一
场别具特色的“乐游健康”活动
——中医药健康文化之旅，让客户

全方位地接触了一场中医文化洗
礼，发现更多适合自身的健康管理
途径。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
康平）

近日，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组
织宣传人员走进郑州榆林社区，向
社区居民发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折
页，详细讲解防范非法集资的方法

和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认识非法集
资的常见犯罪手段和危害性。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郑杰）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全面开展综合金融服务广场行活动

招行树标杆 中资银行首获交易银行国际大奖

中信银行交易银行品牌亮相焦作

太平人寿“健康管理”引入中医文化

许昌太平人寿 赔出开业以来最大理赔案件

河南农银人寿 走进社区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1.认清网站。访问建设银
行网站时，请认准网址www.
ccb.com，手机端网址：m.ccb.
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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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设置密码时不要采用生日、电
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中的连续
几位以及简单规则排列的数
字等作为个人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密码，并需定期更换。

3.安全上网。不要在公共
场所（如网吧、公共图书馆等）
使用网上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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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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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
造成信息泄露和资金损失。

9.在柜台开通电子银行
时，务必使用本人的手机号
码。切不要轻信以低息贷款
等名义验资的借口，使用他人
手机号码开通手机银行，以防
资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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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全 国 统 一 客 服 号 码 为 ：
95533。当您感觉在交易有疑
问时可在第一时间通过95533
进行咨询或办理挂失。

12.及时报案。如果您认
为您的资金被盗或被诈骗，请
及时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报
案或拨打110反欺诈热线。

善融商务是中国建设银行
推出的以专业化金融服务为依
托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平台，以

“亦商亦融，买卖轻松”为出发
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
务。为满足客户随时随地购物
的需要，建设银行推出了手机客
户端“善融商城”APP，标志着建
行在建设“智慧、泛在、跨界”的
电子银行之路上又掀开了崭新
的一页。

“建行善融商城”APP客户
端交互式界面简洁清新，色彩丰
富，模块分区明确，活动形式多样。

登录方式多样。“建行善融
商城”APP客户端整合了建行多
渠道的用户体系，除了支持网站
个人会员登录善融手机客户端
外，进一步支持开通了建行手机
银行、个人网银及持有个人账户
的客户免注册登录客户端。

丰富的活动形式。客户端
与PC端活动同步进行，让客户
随时随地参与精彩购物。购物
省钱必备善融电子券，支付减免
相应金额，还可以使用信用卡积
分抵现快捷支付，建行信用卡积
分在善融商城可以直接当钱花。

趣味的特色服务。善融手
机客户端除了同步的活动外，还
提供了额外的特色服务。通过
客户端的扫码功能，扫描二维码
查询商品；手机摇一摇，摇出每
天的特惠商品，每天3次机会。

支付方式多样智能。“建行
善融商城”APP提供快捷支付、
建行账号支付、建行手机银行支
付以及组合支付、信用卡分期、
商城账户余额支付等多种支付
方式，满足客户多样化支付需
求。

建行电子银行改变未来之安享购物篇
——购物到建行 蓝E卫士7×24小时守护您

阅读提示 | 网购吗？玩儿遍了淘宝、京东、唯品会等购物大趴，想不想来个清新购物趴体验
体验。建行善融商务绝对让您眼前一亮。如果您对银行购物网站专不专业存在疑虑，那大可不
必担心，建行善融APP，就是为了圆您一站式购物梦想而存在的。来这里购物更安心，因为有
建行蓝E卫士7×24小时时刻守护您。当然，建行大白外加聪明火眼金睛的您这样的最佳组合
才是所有骗子们的克星。

无论是网购支付还是日常
金融服务，安全永远是首要的。
建设银行安排专门人员，通过大数
据及交易模型，强化异常交易监
控，通过多种渠道强化客户安全
宣传教育，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一是建立反钓鱼实时屏蔽
机制，与国内权威安全机构合

作，对发现的钓鱼网站实行7×
24小时上报屏蔽。

二是建立事中监控及可疑
交易干预机制。建行率先在业
内推出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监控
平台，建立起跨渠道的电子银
行外部欺诈监控体系。由行里
专业的风险监控团队7×24小

时进行人工分析、外呼核实、黑
名单阻断等处理，保障客户交易
安全。

三是下发风险提示。对人
民银行银监局通报的新发案例
以及同业发生的典型风险事件
进行案例剖析，分析风险要点，
提出防范要求。

特别提示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指尖购物 善融商务APP是个不错的选择

蓝E卫士守护您 支付安全从日常习惯做起

福布斯2016年全球2000强榜出炉——

新华保险挺进全球300强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叶

5月 26日，“福布斯2016
年 全 球 上 市 公 司 2000 强
（Forbes Global 2000）”榜单
出炉，新华保险连续第三年入
围前 500强，今年位列第 297
位。得益于新华保险近年来的
业务转型，在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的背景下，公司保费收入、投
资收益、资产规模及净利润等
经营指标仍持续攀升，排名较
上年提升11位。

《福布斯》杂志每年根据营
收、利润、资产和市值四大指标
选 出“ 全 球 上 市 公 司 2000

强”。根据2016年榜单，新华
保险市值达162亿美元，营收
达251.6亿美元。

2015年，新华保险总保费
收入 1118.59 亿元，同比增长
1.8%；总资产规模达到6605.6
亿元，同比增长2.6%；总投资收
益率达7.5%,同比增长1.7个百
分点，创历史新高；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86.01
亿元，同比增长34.3%；内含价
值达 1032.8 亿元，同比增长
21.1%；新业务价值达66.21亿
元，同比增长 34.8%；偿二代

下，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80.96%。

2016年新华保险发展的
总基调是：规模稳定，价值增
长，结构优化，风险可控。工作
主题是：加快转型发展，强化自
主经营。业务推动方面，一方
面公司大力发展保障型产品，
优化产品结构，另一方面发展
期交业务，优化年期结构，一季
度关键数据表现不俗，首年期
交保费约 80 亿元，同比增长
60%以上，十年期及以上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40%。

2016年适逢新华保险成
立二十周年、公司A+H股上市
五周年。从2014年开始跻身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前500强榜单的第474位，
到2016年第297位，成功闯入
全球前300强，从寿险业的新
生力量成长为中国保险业领先
力量，新华保险一路风雨兼程，
二十年拼搏奋进，用自身发展
为2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最好
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