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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与金吉列携手
打造境内外互联升级留学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胡蓉）日前，
“ 承载希望实
现梦想——中国银行中银金吉列联名卡发布仪式”在海口希
尔顿酒店举行。发布会上，中国银行与金吉列留学正式签署
合作协议，将来在渠道和客户服务层面进行深入合作，同时
双方还将共同布局境外留学服务市场，为海外留学生消费和
服务升级提供切实保障。此外，双方跨界合作的首个产品

“中银金吉列联名卡”亮相发布会。海南中行供图

——“中银金吉列联名卡”也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
近年来，国内出国留学人数迅速增长，留学市场前景广
阔。与此同时，国家对外汇管理愈加重视，大额换汇也受到
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此背景下，金吉列留学与中国银行
强强联手，并依托万事达国际组织推出“中银金吉列联名
卡”。可以帮助学生在国内办理外币信用卡，学生出境即可
使用，避免了初到海外的诸多不适，对留学生而言价值巨
大。
据中行工作人员介绍，
联名卡可解决一站式留学申请、
境
外 ATM 取现、
跨境货币兑换等困扰留学家庭的问题。中银金
吉列联名卡不仅具备金融功能，更享受金吉列 VIP 申请贵宾
礼遇，除优先资深文案制作、签证材料分配等服务外，还可
以享受服务费贴息分期优惠，整体服务费 95 折的高额优惠。
据了解，中国银行海外机构 559 家，包括港澳地区和世界
五大洲的 22 个地区，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可零年费享受专
业的本地服务支持。使用联名卡消费可以享受 ATM 取现零
手续费，免收货币兑换手续费，美元分期付款费率 5 折优惠。
同时享受多项免费服务，包括本地取现、转账手续费、损坏换
卡手续费、挂失费等，更可以在万事达卡全球超过 44 座“无价
之都”体验别样精彩。

建设银行发行“狗年压岁金”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思彤）近日，备受关注
的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四“狗年压岁金”发行，这已
经是建设银行第四年为小朋友们专属订制黄金压岁钱。自
羊年发行以来，建行压岁金系列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压岁文化，是一份传承了千年的传统。中国建设银行压
岁金系列，就是以回归传统压岁文化为本，将传统压岁钱进
行现代化、时尚化演绎。
建行压岁金在题材上每年甄选孩子们喜爱的童年偶

像。狗年压岁金上，麦克、啾啾、大毛、李傲四条小狗大有来
头，它们是由环球影业官方授权，来自火爆银幕的《爱宠大机
密》动画电影。同时为了祝福 2018 中国农历新年，环球影业
特别邀请小黄人之父——克里斯托弗·麦雷丹德瑞参与创
作，为这四位萌宠打造了中国风服饰和聚宝袋。
建行压岁金每年在工艺上不断创新，狗年压岁金的每张
压岁金上均有独立的二维码，下载 APP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将新年祝福录进视频中，
小朋友们扫码就可直接观看。

工行智能客服服务量突破 1.7 亿笔
近年来，
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响应互联
网时代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
依托前
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了智能客服机器
人
“工小智”
，
客户通过短信、
融 e 联、
手机
银行、
微信银行等 15 个渠道向
“工小智”
提
出问题，
都能获得零等待的专业回复。自
去年上线以来，
“工小智”
累计服务量超过
1.7 亿笔，
日均服务量超 57 万笔，
有力地提
升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据了解，
“ 工小智”
上线以来，
工商银
行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
优势，不断提升“工小智”的智能服务本
领。一是实现了对个人金融、
电子银行、
投资理财、
信用卡等业务知识的全覆盖，
智能问答知识总量超 1 万条。二是每天

通过“系统+人工”的手段对数十万条客
户交互日志开展分析，
通过电话外呼、
尾
随调研等方式征集客户意见，及时优化
交互设计，
并通过制作生动的图文知识，
帮助客户更好的解决问题。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智能客服识别率为 96.8%，
达到业
内领先水平。三是探索增值服务，结合
不同用户使用场景推介产品，提供账户
查询、
充值缴费等一站式服务支持，
成立
小智粉丝群“芝士”，开展粉丝互动和专
属优惠活动。
下一步，
工商银行还将继续以互联网
时代的用户需求为导向，
不断推动智能技
术的创新应用，
加强智能客服服务能力建
设，
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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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延养老险试点
将年底启动
近期，不少保险机构正在为个人税收递
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下称“税延养老险”
)
摩拳擦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税延养
老险试点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启动。
所谓个人税延养老险，
即投保人在税前列
支保费，
等到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
得税的一种养老保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
税收递延的模式上可能采取
“税基递延”
模式，
即在缴费及收益阶段免税，
领取阶段由税务部
门进行递延税收的代扣代缴。
(21 世纪)

泰康人寿
推
“鑫福年金计划”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针对对医疗、养老
等核心问题，泰康人寿近日推出“泰康鑫福年
金保险计划”。
据悉，泰康鑫福年金保险计划享有生存
金给付和现金分红(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两
笔现金流：保单第 6、7 年度给付年交保费的
100%，第 8 个保单年度起至 64 周岁每年给付
保额的 30%；65 周岁起每年给付养老保险金，
每年按上一年给付金额的 5%提升，起领之日
起保证领取至 99 周岁；同时还可根据每年的
实际经营状况，将可分配盈余的 70%作为保
单红利分配给投保人。
同时，专门与“泰康鑫福年金保险计划”
配套的“健康尊享 C 款医疗保险保障计划”。
该产品主要具有突破社保、承诺续保至 99 岁、
可报特殊门诊等特色，同时提供齿科、健保
通、重疾就医服务等配套医疗服务。
此外，
“ 泰康鑫福年金保险计划”还具有
突出的理财功能，为客户进行长期财富规划，
确保客户长期收益和财富传承，真正满足人
们兼顾子女教育、家族传承等多维需求。

建行
“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中行金融管家

中行信用卡消费金融产品 生活尽无忧
百姓生活中，
“ 消费”是民生重要课题
之一。中行海南省分行依据当地客户消费
特点，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并持
续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
据介绍，该行为给客户打造差异化的
授信服务，通过分析信用客户日益多样化
的信贷消费需求，推出了刷卡分期更加便
捷的金融产品——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类）。该产品除满足客户常规
的购车、装修、车位等基础大额消费需求，
更是开创了包括教育、婚庆、医疗等个性化

消费服务功能。
该产品具有众多优势：额度专享。办
理该项业务，中行参考客户家庭工作信息
或资产情况，授信额度可高至 30 万元；期限
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充分缓解还款
压 力 ；费 率 优 惠 。 部 分 客 户 月 费 率 低 至
0.25%；部分服务可选择现金自主使用，分
期授信金额 30 万元以内可划入办理客户名
下中行账户，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
便捷。纯信用、免抵押、申请资料简便，支
付方式灵活。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最新优惠产品
跨境业务优惠产品介绍

一、
阳光海外直投
*客户选择自己的投资标的，将资金直接投资到海外；
*不受外汇管理局 5 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
*阳光、合法、境外支付效率高！
二、
跨境见证开立海外账户
*提供本人身份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即可办理；
*可进行储蓄存款、境外汇款、金融投资（证券、基金、衍生产品）！
三、
外币三重礼优惠活动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境外汇款，
免汇款手续费；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结售汇业务享点差 5 折优惠；
*美元、港币定期利率优惠！

查询详情，请即致电或
亲临南商（中国）海口分行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时代广场首层 咨询电话：66592664，66553285，66553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