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中华路网点

拦截冒名开户

本报讯 日前， 工行中华路

支行成功拦截一起冒名开户。

近日，一名男性客户来到中

华路支行营业厅，要求工作人员

为其更换 U 盾，在了解客户的需

求之后，柜员要求客户出示其身

份证件与银行卡。 可是当柜员拿

到身份证与银行卡之后，察觉到

了异样， 该客户所持的 “身份

证”字体与平常所见到的身份证

件有较大差异，而且“身份证”

上的激光防伪标志较为粗糙，是

印刷上去的，不会变色，再者从

“身份证” 的侧面来看，有明显

的分层。

柜员立即叫来大堂值班经

理，经双人核对之后，基本确认

这是一张假身份证，可该男子始

终不肯承认。 当柜员准备叫民警

协助核查时， 男子神色紧张，说

自己家中突然有急事，便离开了

网点。

（曹子滢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工行作为上海迪

士尼乐园唯一合作银行， 日前

联合迪士尼， 推出 《幸福小苹

果》金饰品。

由全球最受欢迎的知名企

业迪士尼官方授权， 通过全球

最大银行工商银行独家发售，

两大巨头强强联合， 祝福广大

客户平安、幸福、健康、快乐。

据了解，《幸福金苹果》周

身环绕 66 颗金珠， 设计独特，

制作精美，是 3D 硬金工艺的极

致，《幸福金生》红苹果采用和

今年最新的红色版苹果手机一

样的颜色、材质和工艺，精致质

感，时尚可爱。 可搭配各色手绳

编制手链或脚链； 与玛瑙、水

晶、紫檀等搭配穿成特色手串；

与珍珠等结合制作成耳钉等

等。

《幸福小苹果》限量特惠

价 666 元 / 套， 而且还可以两

面佩戴，花一份钱得两件宝贝。

为方便客户试戴， 还配了银镀

金项链，实惠超值。

欲购买《幸福小苹果》金

饰品的客户可向贵阳市各家工

行网点进行咨询。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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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独家发售

“幸福小苹果”

迪士尼官方授权———

彼时乱象频起，激进投资酿风

险；此时监管“长牙” ，正本清源促

规范。 保险业正发生改变，保障型

产品成主流，更有“长” 性，险资投

资更趋稳健。 新形势下，你的风险

该怎么保？

提到保险，老百姓想到更多的

是“扶危济困”“雪中送炭” ，“保

障” 是基本诉求，也是保险公司的

看家本领。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

些保险公司热衷于跑马圈地挣快

钱， 偏离主业发展短期理财型业

务，与保险的初衷大相径庭。 4 月

下旬以来， 保监会出台系列文件，

保险公司纷纷在拓展长期保障型

业务上下功夫。

保险业的发展理念在转变，老

百姓的投保思路也要换一换。在一

些老百姓眼里，“投保” 就像投资，

买保险产品时首先问的往往不是

能提供多少保障，而是能提供多少

收益。这使得一些保障低、收益高、

期限短的理财型保险产品大行其

道。

去年以来，一些保险公司借万

能险快速做大保费规模，套路就是

承诺高达 8％的 “年收益率” ，保

险期限一短再短，甚至承诺一年就

可退保。 低利率环境下， 有一款

“收益率” 这么高的保险产品，老

百姓何乐而不为？

万能险真有这么“好” 吗？ 保

险专家对它做了一次 “解剖” ，保

障成分相对较低，保费在扣除保障

成本、 手续费后进入投资账户，这

是计算收益的基础。 简单来说，假

如你买了一个保费 100 元的万能

险，第一个保单年度扣掉保障成本

和费用后，拿来投资的钱可能就剩

下 60 元，这么算下来，真实“收益

率”显然达不到承诺的 8％。

梳理多家寿险公司最新一期

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可以发现，大

部分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在 4％

至 5％之间，“8％” 的已经销声匿

迹。

“收益率” 下降，监管严控规

模，万能险是不是就不能买了？ 当

然可以， 但它肯定不是投资的首

选。 保障是保险的本质，在监管引

导下，目前一些趸交万能险产品保

额提高了 2倍，部分期交万能险产

品保额也大幅提高，产品期限不断

拉长。

风险保障“含量” 决定保险产

品“质量” 。 平安人寿保险专家提

醒，同样保费下，万能险保额没有

纯寿险高，如想获得全面

保障， 还要组合其他险

种。 重疾险、意外医

疗险等都可作为附

加险购买，不仅费用

相对较低，且保额独

立， 不影响主险赔

付。

投资是财富管理的一

种方式，对保险来说，它在

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是长

期储蓄功能。 保监会副

主席梁涛表示，具有储

蓄性质的保险产品

往往含有一定的保

证利率， 对老百姓

而言， 可以穿越经

济周期、 抵御通货

膨胀， 实现财富保

值增值。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

加快发展的商业养老保险，就是储

蓄型保险产品的代表。老百姓通过

购买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可以享受

保证收益，长期甚至终身领取养老

金，在分散养老风险的同时，提高

养老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

保险业正摆脱低质低效的增

长，以老百姓需求为导向，促进产

品与服务的价值回归。对老百姓来

说， 可考虑利用好保险在提供教

育、医疗、养老、财产保全和增值等

综合性财富管理规划方面的功能，

未雨绸缪，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

障。

谭谟晓 孙飞

你的“险”该怎么保？

保险业“变”了———

上周， 令不少追剧爱好者伤

心的是，Acfun、Bilibi 两家免费视

频网站全面下架影视剧产品，基

本上已经无片可看， 宣告免费看

剧时代的终结。 转而观看收费网

站，常年投入，其实也是一笔不少

开支。不过，由于现在很多银行都

在通过赠送视频网站会籍的方式

推广业务， 如果你会玩转各种银

行卡， 看视频一样不花钱或者少

花钱。

如今， 爱奇艺、 腾讯视频、

PPTV 等主流网站已经成为剧

迷、影迷非常热衷的视频网站，在

这些网站上购买会员， 就可以享

受到消除广告、 观看 VIP 电影的

待遇，非常方便。

现在， 实惠君就为你介绍一

下这些网站的“行情” ：

爱奇艺会员， 包月 19.8 元，

包 3个月 58 元，连续包月的话每

个月 15元，包年 198元。

腾讯视频 VIP， 每个月 20

元，包 3 个月 58 元，连续包月的

话每个月 15元， 包半年 108 元，

包一年 198元。 腾讯还有个超级

影视 VIP， 每个月 30 元，3 个月

85元，连续包月 27元。 包年 330

元， 这个服务是腾讯视频 VIP 的

升级版，可以在 TV、电脑、手机和

PAD四端通用。

优酷会员， 每个月 20 元，3

个月 56 元， 连续包月每个月 15

元，包年 169元。

暴风影音比较便宜，9.9 元一

个月。

其实， 只要充分享受到银行

提供的服务， 这笔会员费就可以

省下来。 首先就是通过信用卡购

买服务可以享受到优惠，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7 日， 工银信

用卡客户在融 e 购商城星空电讯

视频会员专营店购买优酷土豆黄

金会员月卡、季卡、年卡，享受买

二送一优惠。 浦发腾讯视频信用

卡客户在办理卡片并消费后，次

月可获赠 3 个月腾讯视频会籍，

最高可获赠“至尊 24 月会籍，霸

屏不停歇”的极致权益。 另外，交

行爱奇艺信用卡、 光大优酷信用

卡都可以享受首刷赠送会员的特

权，轻轻松松就能省下几十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银

行的视频信用卡特权只限首次申

请该行信用卡的人士， 如果之前

申请过该行信用卡， 那么就可能

享受不到视频优惠了， 这个需要

咨询清楚。

除了信用卡直接购买以外，

闲余不用的信用卡积分也能兑换

视频网站会员。 如中信信用卡的

动卡空间 APP， 就可以用积分直

接兑换优酷等网站的会籍。同样，

在招行信用卡 “掌上空间” APP

上，也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爱奇艺、

乐视、芒果 TV、搜狐、腾讯、优酷

土豆等视频网站会员资格。 这样

一来， 不仅快要过期的积分派上

了用场， 看视频也能少花钱或者

不花钱。

怎么样，是不是大开眼界，动

动自己的银行卡， 每月十几元的

视频网站会员费就这样节约下来

了。除此以外，这些视频网站还经

常举办签到送积分、 幸运转盘等

活动， 运气好的话， 也能得到 7

天、1个月的会籍奖品。

如果手上的银行卡都没有视

频活动怎么办？ 还可以在淘宝网

直接购买会员和密码， 通常比网

站直接购买便宜几元钱。另外，手

机话费用不完的剧迷们， 尤其是

参加送话费活动积存大量话费

的， 也可以在爱奇艺网站上用话

费购买会员，价格稍贵，为 25 元 /

月。

本报记者 王蕾

艺恩曾发布《年轻用户网络视频“看点” 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底， 国内几大主流视频网站付费用户只有 2200 万人， 但截至 2016 年

底，中国有效视频付费用户规模已突破 7500 万，预计今年这个数字将超

过 1亿。

付费视频网站发展势头迅猛

链接

玩转银行卡 追剧不花钱

Acfun、Bilibi 两家免费视频网站全面下架影视剧产品

实惠

今年 A 股市场最亮眼的板块无疑

是白马股，这一波“漂亮 50” 行情几乎

可以用“亮瞎眼” 来形容。 今年以来，作

为市场上涨主旋律的上证 50不断上涨，

15日，上证 50 指数收于 2622.98 点，上

涨 0.85%， 已经创下 2015 年 8 月份以

来的新高。 其成分股中，招商银行、中国

平安、 上汽集团年初至今涨幅已超

40%。

不过，经过这样的一波上涨，白马股

此前的估值洼地已经被慢慢填平， 多只

白马股已在历史高位，还能继续投资吗？

部分资金将目光瞄向二线蓝筹。 中

欧基金认为三季度市场整体风格或将偏

向二线白马标的， 以及中报业绩高增长

的行业。“业绩超预期”和“蓝筹估值切

换” 是投资者未来两个季度可关注的重

点。

另有私募人士表示，未来上证 50 的

涨势将扩延至沪深 300， 资金将会向下

渗透。对此，有人提出，关键在于，如果市

场没有增量资金，存量资金向下转移，是

否能撑得起来那么多的二线蓝筹？

错过 A 股“漂亮 50” 的股民，如果

上半年投资港股中的优质个股， 估计也

赚得盆满钵满。

上半年持续上涨的恒生指数上周依

然牛气冲天，迭创新高。截至 14日收盘，

恒生指数收 于 26389.23 点 ， 涨 幅

0.16%，创出两年来新高，今年以来涨幅

已高达 20%。

许多内地股民最关心的是———现在

投资还来得及吗？

摩根资产管理认为， 港股下半年要

像上半年般急升的难度较大， 但下半年

整体投资气氛不差， 加上资金持续流入

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 故对港股中期市

场前景乐观。

摩根资产管理常务董事兼亚洲首席

市场策略师许长泰表示，“北水南下” 源

于规避人民币贬值风险， 惟随着人民币

汇率回稳，南下的诱因减退，不必再急于

将资金汇出内地， 故下半年资金南下的

速度或会放慢， 但基于香港企业与环球

出口表现的关联性较高， 而且内地投资

者分散风险的欲望趋于强烈，相信“北

水”还会继续南下买港股。

上半年，买基金也有可能盈利不菲。

在上证 50创新高的行情之下，部分基金

也表现出了较强的赚钱效应。 通过筛选

出去年 6 月 15 日之前成立的产品进行

比较，已经有超过 200 只基金在经历股

灾之后净值创了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私募基金

终于将仓位提至股灾以来最高水平。 数

据显示， 入选华润信托中国对冲基金指

数的 195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私募产品 6

月末平均股票仓位为 77%，比 5 月末上

升了 1.34 个百分点，也比 2015 年 6 月

的 75.78%上升了 1.22 个百分点， 是股

灾以来私募基金股票仓位最高点。

方薇

白马股、港股与基金

白马股

现在还能买吗

上证 50 指数创两年新高

恒生指数迭创新高

港股

现在投资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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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

投资选谁？

逾 200只基金净值创新高

基金

仓位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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