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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招商银行宣布创新推
出家庭财富传承服务——金葵
花财富信托。该项创新填补国
内家庭信托的空白，解决中产阶
级家庭财富传承问题。

据尼尔森发布的中产阶级
财富报告中关于“财富传承”主
题调研的结果显示，近60%的被
调研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财富
传承的需求；63%的被调研者没
考虑过使用信托规划等手段实
现财富传承需求。

不少中产阶级客户认为自
己目前事业顺利、家庭幸福、而
且正值壮年，过早安排“不吉

利”，没必要考虑财富的传承与
分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因企
业经营、债务纠纷、婚姻变故等
导致的风险无处不在，中产阶级
虽然资产仅在百万级，但是如果
仅仅通过赠与或继承，容易导致
债务追索、家人争产和离婚财产
分割损失等后果。

因此，从风险防范角度来
看，在进行财富管理时，除了要
关注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要考虑
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提前做好
应对和安排。信托本质上是一种
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
为，其中他益信托具有独有的“隔

离+指定分配”的特质，可以根据
客户意愿设计法律架构，为指定
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
是家庭财富传承最好的手段。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为融资
类信托，仅相当于理财工具，不
具备传承属性。

此次为满足广大中产阶级
家庭财富传承与分配的需求，招
商银行历时近两年，反复论证产
品架构，优化服务模式，面向中
产阶级客户创新推出家庭“传
富”服务——金葵花财富信托。
金葵花财富信托的起点最终设
置为 100万元，大大降低门槛，

扩大了家族信托的群体服务范
围。在设立上，金葵花财富信托
设立简单便捷，程序相对标准
化，可为客户提供统一专业的资
产管理服务。

在受益人选择上，客户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信托财产指
定分配给希望照顾的家人，既能
做到代际传承，又可实现隔代关
爱，还能做到灵活分配。金葵花
财富信托既可以做到定时定量
分配又能在升学、结婚和生子等
特定条件触发时进行分配，既能
持续照顾家人，又能防止挥霍。

本报记者张翌晨

13日上午，伴随着一声号
令，由平安人寿陕西分公司主
办的“平安有你 万人春季健康
行暨平安人寿客服节开幕式”
活动在西安汉城湖畔举行，1万
余名市民穿着统一的白色 T
恤，穿过龙门，以健步行走的方
式漫步春天。

据悉，全程 6公里的健走
体验是平安人寿陕西地区大型
健步行活动的启动仪式，与此
同时，咸阳、宝鸡、延安等其他9
个市区也同步开展各类线下健
步行活动，“十城联动”，合计参
与人数将突破1.5万人，在全省
范围内掀起了“我健康，我快

乐”的健康浪潮，一同传播健身
理念，提倡健康生活，将健康进
行到底。

平安人寿陕西分公司总经
理孙财汇为万人春季健康行活
动鸣枪发令。此次活动也标志
着“2019年平安人寿陕西分公
司客服节”的正式启动，借助本
次健步行，在全省范围内普及
健康理念，提升大众对于自身
健康的关注度。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3
月1日起，“平安有约·健康行”
系列活动已经走过了4个春秋，
已有超过 5000万人通过平安
金管家 APP完成线上活动参

与。本次活动将作为“2019年
健康行”的启动仪式，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平安人寿陕西分公

司将陆续开展 5000余场线下
健步行旗舰活动。

本报记者薛凯

为健康行走
平安人寿陕分公司客服节启幕

在互联网金融向传统金融
领域发起挑战的今天，零售金融
正在从“网点化”“规模化”向“轻
型化”“价值化”转型。在全行改
革转型战略指引下，民生银行西
安分行努力打造“场景+金融”的
线上获客平台，通过金融科技手
段的应用，逐步布局科技金融，
探索新形势下零售金融的发展
方向。

2018年，民生银行西安分

行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
新的担当，持续增强金融创新能
力和产品研发能力，经过为期一
年的探索与开发，编写了数十万
字的项目方案及管理办法，创造
了总分行多个“首次”，成功上线
系统内首个纯线上小微智能风
控信贷产品——途虎养车网工
厂店贷款项目。

该产品与全国汽车线上养
护行业独角兽企业途虎养车网

进行合作，借助民生银行完善的
风险控制体系、电子账户体系与
途虎养车网的大量客户数据，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在客户申请、贷
前调查、贷中管理、贷后追偿各
个环节的应用，免去人工审批环
节，实现从申贷到放款的全流程
自动化，最快可 1秒放款，极大
提升客户体验。在产品设计中，
核心厂商为下游供应链商户提
供担保，下游商户为核心厂商以

多种形式提供反担保，有效降低
业务风险。

该产品的研发上线标志着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在全国范围
内首次对中小微企业上下游供
应链、线上账户、智能信贷决策
引擎及数据化风控体系进行综
合应用，填补了民生银行线上小
微智能决策授信的业务空白，获
得相关方的高度认可。

本报记者薛凯

民生银行推出纯线上小微信贷产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
深化普及，电子保单也不再是一
件稀奇事，据腾讯控股的保险平
台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发布
的《2018年互联网保险年度报
告》显示，75.2%的网民接受互联
网投保，在还未购买过保险的网
民中，互联网已成为仅次于保险
营销人员的投保渠道。

然而，消费者常常在享受电
子投保方便快捷同时，却忽略一
些应该引起注意的事项，据保监
会北京监管局的一则信息，北京
的李女士在某保险公司销售人
员张某介绍下投保一款保险。
该保单系电子投保，出于对销售
人员张某信任，李女士让其帮助

在平板电脑上填写投保信息。
但由于双方沟通有误，张某

错填了投保人的年收入、联系电
话、学历等信息。而投保人李女
士在进行电子签字确认时，也并
未仔细核对上述信息。2018年
7月，李女士到该保险公司柜台
办理退保手续，才发现自己的上
述投保信息与实际不符，也从未
收到过保险公司的回访电话。

近年来，消费者投诉保险机构
电子保单的案件屡见不鲜，那么，
电子投保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保险理财师郑旭平提醒消
费者，通过互联网渠道购买保险
产品要做到“三注意”。一是注
意渠道。消费者要注意从保险

公司网上商城以及与保险公司
合作的第三方网络平台等正规
渠道购买互联网保险产品。

二是注意资格。消费者应
当注意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者是
否具备相应资格，不要购买无资
质主体销售的产品。还需注意的
是，网络投保一般有电子签名或
反馈验证码。消费者应知晓电子
签名或反馈验证码具有确认投保
意愿的法律意义，应像对待手签
姓名一样慎重，在确认保险产品
符合自身需求、确需购买后再履
行电子投保程序，防止盲目投保。

三是注意产品。要注意甄
别所购产品真伪，要认真阅读保
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保

障范围和免责范围。理财师也
提醒消费者要看清保险条款的
重要性，这一点在电子投保过程
中同样适用，消费者同样应注意
查阅简要的产品介绍，认真阅读
保险条款，尤其是其中作出特别
提示的免责事项、投保人和被保
险人义务、退保损失等重要事项
更要多加注意。

此外特别要注意的是，投保
完成后消费者可以通过保险公
司提供的方式进行保单验真并
获取电子保单以及保险条款等
信息，如有疑问可联系保险公司
进一步了解，确保对条款理解无
误，防止利益受损。

本报记者薛凯

保险有温度
理赔无难度

2011年6月10日，家住咸阳市的
毛女士为丈夫王先生购买了份新华保
险产品。2016年3月，王先生因身体不
适，前往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进行治疗，被医院确诊为终末期肺
病。得知此事后，新华保险陕西分公
司立刻安排专人与其家人联系。在新
华保险陕分公司工作人员指导下，王
先生成功提交理赔申请资料。当日，
新华保险陕西分公司就将3万元理赔
款赔付至王先生手中。

此后3年间，王先生持续在当地医
院进行治疗，无奈病情不断恶化，今年
3月5日，王先生不幸身故。经过对理
赔资料审核，新华保险陕西分公司确
定王先生身故符合保险责任，于当天
向毛女士成功支付5万元的理赔款。

近年来，新华保险以“快理赔，优
服务”为品牌特色，坚持从客户需求出
发，不断提升理赔服务水平。2018年
全年，新华保险陕西分公司累计为
66798位客户送上3.38亿元理赔款，平
均理赔支付时效1.79天，理赔速度持
续刷新。

本报记者薛凯

2019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全线告
捷，偏股基金表现出色，股票基金、混
合基金平均录得 27.98%和 19.19%的
回报，债券基金也实现了2.48%的平均
收益。进一步细分股票基金的主被动
产品表现，紧跟市场反弹的股票指数
型基金一季度上涨27.74%，主动型行
业主题基金超越指数，平均增长率达
28.1%，消费、TMT、医药等行业主题尤
为出色。

据悉，一季度工银瑞信旗下权益
类26只净值增长率超30%，18只业绩
位列银河证券同类Top10，其中工银主
题策略、工银中小盘和工银深证红利
ETF等产品收益率达40%以上。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主题风格明显，消
费、农业、TMT、医药等行业板块显著跑
赢大盘，相关行业主题基金也均有亮
眼表现。今年以来截至4月5日，工银
瑞信旗下工银物流产业、工银智能制
造、工银前沿医疗、工银养老产业等19
只行业主题类基金净值增长率均超过
30%，其中工银高端制造行业、工银国
家战略主题、工银农业产业净值增长
率均超过40%。 张翌晨

一季度行业主题基金
上演“绝地反击”

为进一步加快营业网点柜面存折
业务分流，持续推进网点智能化转型，
农业银行西安分行于2019年一季度开
展自助设备刷折取款功能升级改造工
作。截至3月末，已完成95家网点120
台怡化自助设备改造升级，改造范围
涉及辖内16家支行。

自助设备刷折取款功能的改造升
级有效缓解了营业网点社保代发工资
支取时段排队严重的现象，减轻了柜
面业务操作压力，提高了在行式自助
设备使用率，达到了资源整合、物尽其
用的效果，为网点转型压降柜台、盘活
网点人员奠定良好的基础。

农行西安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推进自助设备智能
化改造，完成阎良区、临潼区、蓝田县等
剩余3家支行自助设备刷折取款功能
升级改造工作，并通过多种途径加强
自助设备新功能的宣传，培养客户使
用自助设备办理业务习惯。

孙兆本报记者张翌晨

农行西安分行全力推进
自助设备智能化改造

75.2%网民接受互联网投保

电子投保牢记“三注意”

招商银行首推家庭信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