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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人民银行统

一要求， 光大银行贵阳分行积

极响应抓落实，6 月份， 贵阳分

行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钱袋子’ ” 宣传

月活动。

一是统筹组织领导分行制

定并下发了活动方案， 统筹安

排宣传活动推广工作， 开展有

针对性、 有特色的金融知识宣

传月活动。 二是多形式、多渠道

全面宣传，在全辖 11 家营业网

点，3 家社区支行设置金融活动

宣传教育专区， 在大厅显著位

置放置 “抵制非法集资” 、“个

人信息保护” 、“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 、“掌握理财小知识” 、

“保障支付安全” 等宣传资料，

并邀请客户观看 《用卡安全科

普视频》、《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教育片》。三是开展“走出去” ，

通过进村寨、进社区、进商户、

进街道、进企业，宣传“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钱袋子’ ” 。四是

通过线上平台加大普及力度。

通过分行微信公众号推送金融

知识，组织转发“把金融知识学

透” 推文，播放宣传短片。

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折

页 5000 余份， 普及对象涵盖老

年人、建筑工人、企业员工、社区

群体、商户群体等，贵阳分行将

继续扩大金融知识普及的广度

与深度。

（本报记者 王蕾）

银行资讯

作为首批生态成员

本报讯 6 月 26 日，2019 年

上海世界移动大会召开期间，中

国移动举办了 5G 消息创新开放

实验室成立暨

RCS

（融合通

信）产品发布会，光大银行作为

首批生态成员加入中国移动 5G

消息创新开放实验室。

5G

消息创新开放实验室，

是由中国移动联合来自国内外

的消息行业合作伙伴，包括终端

厂商、行业客户、方案提供商和

服务集成商等，按照“自愿、平

等、合作” 原则共同成立的非营

利组织。该实验室将提供完整的

开发和测试环境，以开放、友好、

安全、低成本的服务，助力降低

行业客户的创新门槛， 推动

5G

消息创新应用的孵化、推广和普

及。

光大银行表示，根据光大集

团“敏捷、科技、生态” 三大战略

转型方向，聚焦“打造一流财富

管理银行” 战略愿景，光大银行

将坚定“以客户为中心” ，利用

数字技术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

和水平，以更大的决心、更快的

速度，拥抱

5G

数字化时代的新

浪潮， 不断为客户创造新的价

值。

（王蕾）

光大银行贵阳分行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

光大银行加入中国移动 5G消息创新开放实验室

工行乌当新添支行

归还客户遗失手机

本报讯 日前，工行乌当新添支行客户经

理在拾得客户丢失的手机后， 及时联系客户

的行为获得客户称赞。

当天， 网点客户经理厅堂巡查时发现柜

面窗口有一部手机， 当时该窗口无人办理业

务，厅堂也无人等候，此时手机响起，来电的

是失主的朋友， 接通后客户经理向失主的朋

友说明了情况， 并请失主的朋友联系失主本

人来网点领取手机。

客户经理将手机锁在柜子里保管好，半

个小时后，一名中年女士前来领取手机，客户

经理核对监控录像确认是失主本人后， 将手

机归还。 客户称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重要的文

件和照片，一旦丢失后果严重。

客户在离开网点后， 又拨打了 95588 对

这位客户经理进行了表扬。 （程荷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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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温度

工行清镇百花大道支行

避免客户资金损失获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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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工行清镇百花大道支行成

功避免客户资金损失， 获得客户家属高度赞

扬，并送来“安全卫士 贴心为民” 锦旗表示

感谢。

当日，一位 70多岁的客户来到支行想要

办理汇款业务。出于安全考虑，网点工作人员

询问了老人转账缘由以及是否认识对方等信

息，老人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说是给亲戚汇

款，一会又说与对方不熟悉。 同时，老人手中

的一张保健品宣传广告， 引起了工作人员的

高度警惕。虽然网点工作人员仍耐心劝说，但

客户仍要坚持汇款。

见劝说未果， 网点工作人员向辖区派出

所报警，并通过派出所联系到老人的女儿。约

十几分钟后， 老人的女儿与民警一同来到网

点。在民警的细问之下，原来老人汇款是为了

购买宣传单上的“保健产品” 。

当民警告知老人这一款 “保健产品” 是

“三无”产品后，老人最终放弃汇款。 老人家

属也为网点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表示道谢和

赞许。 （吴沁洋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近日，工行鸿通城支行为客户兑

换千余卷 1角硬币，赢得了客户赞誉。

当日中午， 家住沙冲路鸿通城的刘先生

提着一袋一角钱硬币请求网点帮忙进行兑

换。

经过了解， 刘先生是火车站市场的卖菜

商贩，这些硬币都是平日卖菜时积攒下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硬币越积越多。当刘先生得

知网点经常为客户兑换零钞后， 便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来寻求帮助。

虽然刘先生到来时恰逢网点员工的用餐

时间，但该行工作人员立即放下餐具，投入到

为刘先生清点硬币的工作中来， 并将清点好

的硬币包裹成卷。经统计，网点为刘先生清点

兑换的 1角硬币达千余卷。

（申佳灵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鸿通城支行

为客户清点兑换千卷硬币

离婚了 我的保单咋办？

如何分割“名堂”多，谁交保费是重要因素

根据《婚姻法》第 17 条，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

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不参加财

产分割。 因而，父母配置保单

明确被保者是他们的孩子，就

算是婚后买的，离婚时也不进

行分割。

如果是孩子的保单，身故

受益人是父母，如果不在离婚

后进行变更，那么即便父母离

婚，身故保险金也依然归夫妻

双方共有。

离婚后，受益人最好重新

指定。 若无指定受益人，那么

出险后，保险金依据继承法顺

序来领取了。第一顺序继承人

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

继承人为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很多人于婚姻期间配置

保险，在保单受益人一栏填写

的是“配偶” ，落款并没有写

具体姓名。离婚时也没想起要

处理保险事宜，若以后被保者

再次结婚，一旦出险，受益人

是原配还是现任配偶，常常会

引起纠纷。

在法律实践中，夫妻一方

作为被保险人依据意外伤害

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获得

的具有人身性质的保险金，或

者夫妻一方作为受益人依据

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

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认定

为个人财产。

也就是如果附加了身故

保障的重疾险保单， 被保人

的身故保险金是属于个人财

产。

假设某男士投保附加身

故责任的重疾险， 受益人为

法定，即配偶、父母、妻子；该

男士不幸身故时已离婚且再

婚，此时的受益人“妻子” 应

为现任而不是前妻。 如果该

男士是在上一段婚姻中指定

前妻为受益人的话， 那么如

果不去变更， 就会出现前妻

领取保险金的 “怪事” 。 所

以，离婚后，千万不要忘记变

更受益人。

本报记者 王蕾

近日，宋慧乔和宋仲基离婚的消息引起关注。离婚过程中较为关键的

就是财产分割，可是，也有很多人没在意人身险保单如何分割，还有一些

营销人员刻意宣扬“离婚不分割保单” 。其实，这可是大有学问。要区分保

单的财产分割，要看以下几种情况。

现在稍有保险意识的家

庭，每年的保费可能要占家庭

支出的

5%-10%

，也就是婚内

共同财产，而不同家庭投保时

情况也错综复杂：有的保险可

能是在婚前购买，一方独自完

成缴费，婚后已经享受保险收

益；有的保险可能在婚后购买

保险，夫妻共同缴费，离婚时

缴费还未完成等等。

首先说一说最简单的情

况，就是夫妻双方在结婚前

就购买各自的人身险如重

疾险、寿险等等，并且在婚

前就把保费交完。 那么该保

单属于一方的婚前财产，因

此离婚后，当事人无需对另

一方作任何补偿，保单无需

分割。

如果是婚前未缴完，婚后

继续缴费的情况的话，那么继

续缴费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可以分割婚后缴费部分

的保单现金价值。

举个例子， 王女士 25 岁

时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疾险，

保费选择 20 年缴， 保额 50

万，保费交了 10 年后，王女士

35 岁时和李先生结婚，45 岁

双方协议离婚。假设当时的现

金价值为 6 万元，则属于婚内

财产的应为 3 万元，这 3 万元

属于共同财产，王女士需要向

另一方支付 1.5万元。

也许有人会说， 是否可

以分割保费？ 也就是分割在

婚姻存续期间缴纳的保费，

就需要将这段时间缴纳的保

费剔除出来， 将其中的一半

支付给对方。 但由于离婚时

现金价值可能会远远低于所

缴纳保费， 所以到底是分割

现金价值还是保费， 就需要

双方协商了。

很多重疾险可以选择

“豁免” 责任，很多夫妻也会

互为对方投保，这些情况又是

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是婚后为自己投保

的保单，根据《婚姻法》第十

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

妻共同所有，因此婚内投保的

保单，离婚后需按照保单的现

金价值一分为二。

再举一个例子， 王女士

25 岁时结婚后为自己投保了

一份重疾险， 保费选择 20 年

缴， 保额 50 万；45 岁双方协

议离婚时保费已缴清。假设当

时的现金价值为 6 万元，这 6

万元属于婚内财产，王女士需

要向另一方支付 3 万元获得

保单的全部权益。

婚内共同缴费的部分，其

保单现金价值作为双方共同

财产分割即可。未完成缴费的

部分或婚前缴费过的部分则

不参与。如果离婚时缴费还未

完成，就只需要分割已缴费部

分产生的现金价值。

如果夫妻一个做投保人，

一个做被保人，在离婚时保单

如何处置的问题，暂时还没有

法律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们可

以按照逻辑推断：由于投保人

有天然的退保能力，他如果不

想继续为被保人投保或者留

下那份保单是可以进行退保

的，但现金价值仍然按照婚内

财产分割。

一般来说，退保会损失一

部分手续费，如果被保人想继

续持有这份保障，可以协商按

照现金价值的一半支付给投

保人。 不过，无论是婚前还是

婚后购买的保单，都不建议去

退保后再分割，这样不仅有损

失还会白白失掉一份保障，离

婚后重新投保不仅价格贵还

有可能无法通过健康告知。同

样，夫妻也可以协商分割保单

的已交保费。

如果是互投的保单，离婚

后应向保险公司申请变更投

保人信息， 减少后续的纠纷。

两人都是婚后财产购买的夫

妻互保保单，就不必去分割财

产，可在保险公司办理投保人

变更，不仅没有损失，保障也

保住了。

还有一种少见的情况，就

是婚后患上重大疾病后获得的

保险金。 根据《婚姻法》十八

条的要求，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

害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

补助费等费用， 是只计算成一

方财产的，不参加财产分割。

婚前保单要看钱交完没有

给孩子买的保单需要分割吗

婚后投保又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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