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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捷。已有卡客户通过建行微信银行申
办，
即可申请办卡。也可以通过建行
网点，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填写纸质申
请表或者通过PAD进行申请办卡。

保险

闪付标识的 POS 和 ATM 进行线下
消费和取现交易，实现线上线下支
付场景全覆盖。其次，全方位防护，
交易开关防盗用风险。作为业内首
张具有交易开关功能的信用卡，客
户可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个人
网银设置龙卡 e 付卡交易开关，随用
随开，用完即关，同时，还可设置单
笔交易限额、交易提醒功能，三重保
护，提供全方位的安心购物之旅。
交易功能关闭不影响退款、还款。
持卡人消费任意金额均可收到该行
实时发送的交易短信提醒（优惠期
内免费）。
与此同时，全币种支付，海淘交
易免货币兑换费。龙卡 e 付卡境内
外通用，可在各大海淘平台及境外
购物网站畅行支付，外币交易均实
现自动购汇，折算为人民币记入账
户，且免收外汇兑换手续费，支出更
优惠。
据悉，龙卡 e 付卡申办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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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寿
“盈无忧保险计划”上市

建设银行推出龙卡 e 付卡
开启无卡支付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汪慧）中国建设
银行在“互联网+”创新领域推出首
张具有开关功能的网络信用卡——
龙卡 e 付卡，与银联、VISA、万事达
三大卡组织共同携手，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网络支付体验，开启便捷、安
全、高效的无卡支付新时代。
不同于实体介质信用卡，龙卡 e
付卡是建行首创的网络信用卡，可
实时在线申请；客户成功申办后，通
过短信验证获取卡号、有效期、安全
码等信息，随即在手机银行或个人
网银进行安全绑定，即可开启全新
的网络支付之旅。
龙卡 e 付卡优势颇多。首先，全
网络交易，一卡购遍全球。龙卡 e 付
卡网络在线支付时，可通过银联、
VISA、万事达三大卡组织渠道支付，
也可通过网银和各类第三方快捷支
付。龙卡 e 付卡还可与 HCE 龙卡云
闪付和即将推出的龙卡 Apple Pay
等移动支付工具结合，在具有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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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刘斓）日
前，平安人寿宣布在银保渠道推出新产品
——“平安盈无忧”，集教育、养老、投资、保
险 4 个“保险理财账户”于一身，教育帐户在
孩子 0 周岁时即可投保，养老账户保障晚年
生活，投资帐户最高可贷出主险合同现金价
值扣除各项欠款的 90%，
享受高额度保障。
平安人寿相关产品负责人介绍，
“ 盈无
忧”在孩子 0 周岁即可投保，交费期可选择三
年交、五年交。从第三年末开始，至保险期
满的前一个保单周年日，每年都有生存金，
数额为年交保费的 9%（3 年交）或 15%（5 年
交），这笔生存金会自动转入万能账户累积
生息，目前万能账户的年化结算利率为 5%。
同时，
“盈无忧”保险计划还可以保障老
年生活的需求，同时缓解社会养老压力。
如果在保险期间需要应急现金，该款保
险可为保险人最高贷出主险合同现金价值
扣除各项欠款的 90%，且贷款期间不影响保
单利益。
在保险期间内，
“盈无忧”客户除了获得
以上的收益之外，还可享受长达十年或十五
年的高额保障，包括除身故保障外，18 周岁
以后还有意外身故保障和公共交通意外身
故保障，两种保障额度均可高达 100 万元。

一份被家属遗忘的保单

海南省农信社
“银商伙伴”
精准助力小微企业
本报讯 （记者 汪慧）新的经济
环 境 下 ，企 业 最 关 键 的 需 求 是 什
么？海南省农信社致力于互联网创
新，其推出的“银商伙伴”电子商务
平台瞄准企业核心需求，受到海南
众多企业欢迎。
据介绍，
“ 银商伙伴”电子商务
平台是以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为
主，该平台是专为海南本土企业，结
合行业特色和销售模式而量身定制
的全渠道电子商务平台，
“ 银商伙
伴”电子商务平台定位以最基本的
金融支付、结算为入口，平台支持多
渠道支付，为加盟的上下游供应链
核心企业、总经销、总代理企业提供
行业软件 ERP，CRM 与银商伙伴电
子商务平台定制对接服务，
（使大型
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同步共享银商
伙伴电子商务平台）。

具体看，平台功能包括财务管
理，即可根据条件查询客户的付款
信息，对下游客户付款审核；人员
管理，即“区域经理管理”、
“ 分销商
管 理 ”等 功 能 ；订 单 管 理 ，即“ 查
询”、
“ 新增”、
“ 取消订单”、
“ 修改”
等功能；统计分折，即可按“账户统
计 ”、“ 客 户 统 计 ”、
“ 经 理 统 计 ”、
“商品统计”等类型统计分析；库存
管理，即可按“采购入库”、
“ 采购记
录”
“ 采购退货”、
“ 采购退货记录”、
“库存情况”、
“ 库存缺货”、
“ 仓库盘
点”等功能查询；物流管理，即选择
查询条件可对订单的物流信息进
行查询操作，点击“查询”按钮，可
按照查询条件查询物流配送信息
等等。
这项业务的一大特色就是帮
助企业快速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电商转。平台将企业的信息流、物
流、资金流等信息汇聚在一个平台
上，集中管控，能帮助企业快速、低
成本地实现一体化综合运营管控
的电商转型。同时，平台支持多支
付渠道，如网银支付、POS 支付、手
机移动支付、语音支付、跨行支付、
信用支付、第三方支付等，将上下
游销售渠道和支付渠道无缝对接
整合。
通过“银商伙伴”，可节省成本，
保障供应链资金安全。为企业省去
跨部门勾稽工作，减少各部门之间
的繁琐沟通，客户直接通过移动订
货、移动支付既能完成下订单付款，
从而降低企业业务员携款逃跑风
险，总经理实时掌握全面业务，报表
数据全面生成，节省人力成本，保障
资金安全，加快资金回笼。

工行银行卡一年拉动 8.8 万亿居民消费
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持续加强银行卡
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满足居民多层次、多
元化的消费金融需求。统计显示，2015 年
客户通过工商银行银行卡共实现消费额达
8.8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7.3%，有力地支
持了城乡居民的合理消费。
据介绍，工商银行一直致力于将银行卡
服务深入到消费链条的各个环节，在提升居
民幸福生活指数的同时，也形成了催生居民
消费的巨大动能。截至 2015 年底，工商银
行的银行卡发卡量已达 7.34 亿张，产品涵盖
工薪阶层、大学生、出国旅行群体、高净值财
富人群、小微商户、用车一族、网淘一族等各

个不同群体的用卡需求。
为满足居民在网络购物等领域的旺盛
用卡需求，近年来工商银行着力加大“银行
卡+互联网”的融合创新，推出了一大批特
色鲜明、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银行卡产品和服
务。比如面向消费活跃、习惯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客户推出工银手机银行卡产品，在亚洲
首家与 Visa、全球首家与银联合作发行了
HCE 云闪付信用卡，在国内首批实现了支
持 ApplePay、SamsungPay 应用，多元化的手
机银行卡产品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安全、便捷
的移动支付体验。
（陈明皓）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黄虹）一份
被客户家属遗忘了一年多的保单，在富德生命
人寿主动理赔服务的帮助之下，成功获得了理
赔。
2016 年元旦前夕，富德生命人寿接到了
市民石女士的报案，称自己一年多前已经去世
的老伴生前曾在富德生命人寿购买了一份保
险，因保单是老伴所购买，家人对此并不知情，
事隔一年多后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保单的存
在。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加之身故证明原件已
交其单位或其他部门办理业务，这让石女士对
理赔犯了难，遂致电富德生命人寿咨询理赔事
宜。
此事相当特殊，一方面因为时间久远，申
请资料不齐全；另一方面，申请理赔需要齐全
的资料。而石女士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考虑
到其年龄较大，行动不便，工作人员向她告知
相关业务流程后，表示随时和她保持联系，而
理赔需要提供的资料和手续，可以交由其女儿
——宫女士负责。在富德生命人寿工作人员
的热心和真诚帮助下，通过一番努力，理赔申
请资料终于准备齐全。
2016 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工作人员立即
对此案件进行审核处理，并在当天予以结案，
赔付金额 114947 元整。

建行推出龙卡海南热购信用卡
海南建行推出的龙卡热购信用卡
以“龙卡在手，热购全岛”为主题，整合
了海南本地商户资源及便民服务功能，
集多种功能权益于一卡，
可满足持卡人
衣、
食、
行、
娱、
游等全方位消费需求。
龙卡海南热购卡持卡人只需凭卡
面上印制的专属会员号，
便可享受众多
商户的会员礼遇及优惠，
同时还可享受
银联中国旅游卡平台的丰富旅游资源，
包括全国 200 多家 3A 级以上热门景区
门票的优惠价格及省内知名度假景点

门票、
住宿、
餐饮专享折扣优惠。
目前生生百货、
“ 冯小刚”电影公
社、首创奥特莱斯、海南天福源等 70 个
商户已成为了龙卡海南热购信用卡的
首批商户，后续将有更多商户加入，持
卡人只要通过“掌上龙卡”专属手机客
户端便可查看附近联盟商户的最新促
销优惠信息。龙卡海南热购卡致力于
满足持卡人衣、食、行、娱、游等全方位
消费需求，真正实现了为持卡人钱包
“减负”。
（薛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