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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应该怎么买？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收入不
高，一生都很幸福，因为他们知
道，赚钱的同时，要会科学地规
划 自 己 的 财 富 ，规 划 自 己 的 未
来。因此当风险来临时，才不会
让我们手足无措。
保险作为家庭财产规划重要
组成部分，既能规避意外或疾病
带来的风险，也可以让资产得到
传承，那么，在保险规划中，我们
该如何来掌握购买保险的原则？

提供解决方案。根据客户的财务
需求以及潜在需求，
使用保险产品组合
方案，来实现客户的理财目标，需要告
知客户：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方案，为什
么适合这样的方案，
其注意事项又在哪
里，
年度检视和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以及
方案执行前后的禁忌事项等。
回过头来，消费者在考虑保险规
划时，不要仅仅停留在比较保险产品
上，而是要考量保险规划的整体性、前
瞻性。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上述
步骤，
来选择合格的保险代理人。

先满足人身保险，后考
虑财产保险

先保家长（特别是家庭
经济支柱），后保小孩
很多人想到买保险，往往是在有
了孩子之后。孩子是家庭中的最大希
望，他们身上寄托着父母无限的爱与
责任。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利用保险
手段给孩子制定一个周全的保障、教
育、储蓄计划。可能一些家长最关心
哪类保险最适合，什么年龄阶段选什
么保险之类的问题，而忽略了一条必
要的条件：
给孩子交保费的自己。
“重孩子轻大人”是很多家庭买保
险的误区。家长为孩子投保的最终目
的是增加孩子的保障。而对孩子来
说，最大的保障来自父母，即便没有保
险，出现了问题还有家长来想办法解
决。但是如果是孩子所依赖的父母出
了意外，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孩子才
是真的失去最基础的保障。可见，家
长发生意外对家庭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是严重的。

先满足保额需求，后考
虑保费支出
如果你在投保时，保险专业人士

交通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理财师孙志玲

告诉你：买保险要关心保额，不要关心
保费。
“买保险不要关心保费？”似乎有
点听不懂。
其 实 很 简 单 ，保 额 比 保 费 更 重
要。保额通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和需求
分析可以得出，作为必要的保障额度，
购买的太少显得保额不够、购买的太
多影响你的财务结构造成压力过大。
而保费则可以根据投保人的实际
情况来调整，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
财务状况、不同的职业类别，可以有不
同的选择方式来安排你的保费支出。
比如消费型产品(保费低)与返还型产
品(保费高)的选择、保费缴纳期限长
(年缴费低)短(年缴费高)的选择，通过
合理组合可以达到你所需的保额。所
以在购买保险之前，总是先确定保额，

先满足保险规划，后考
虑保险产品

现实生活中，有车族 100%会为自
己的爱车投保车险，却忽略为自身投
保人身保险；也有很多企业主会为企
业投保财产保险，而不为自己投保人
身保险。这实际上出现了本末倒置的
问题。
人是创造财富者，没有人的保全，
也就没有财富的积累。消费者在考虑
买保险时，一定要分清主次，人的保障
比财富的保障始终更重要，处理好人
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关系，则满盘皆
赢；
否则，
全盘皆输。

有人把保险代理人比喻为家庭财
务医生，因为只有销售“风险规划处
方”的代理人才能顺应形势并被客户
所接受。而保险代理人在销售保险产
品时也应遵循一定的步骤。
信息收集。了解客户的年龄、职
业、
赡养人口、
收入与负债、
未来财务需
求、
资产分配、
目前已有的保障等信息。
风险评估。应根据客户的资料，
分
析客户需求，包括保险产品的需求、未
来财务安排的需求、家庭计划的安排
等，
这样才能精确地找到其风险所在。

据交通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理财师
孙志玲介绍，交通银行目前与多家保
险公司合作，代销保障型保险和理财
型保险。可方便快捷的向客户提供意
外、重疾、养老等保障类的保险产品，
协助客户做好人生财富保障和财富传
承的规划，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构建
坚实的保障基础，以应对不可预测的
潜在风险发生。
包子力 孙志玲 文

再考虑保费。

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兴业银行助力军工央企打造
“大国重器”
北斗卫星导航、神威·太湖之光超
级计算机、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太阳
能无人机……这些国之重器、强军利
器，是军民融合发展成就的生动注脚。
军民融合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战略路径。服务和推动军民融合体
系建设，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富
国强军注入金融动力是中国金融业的
重大责任。
近年来，
兴业银行选择以支持军工
央企为突破口，
依托自身综合化经营服
务优势，积极服务军民融合相关产业。
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八家军工央企
列为首批总行级重点服务对象，
在授权
政策、
贷款规模、
专业团队、
资源配置等

方面加大对军工央企的金融支持力度，
整合集团资源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服
务，积极融入军民融合产业，以点带面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十二家军
工央企，资产规模合计高达十数万亿
元，行业涵盖核能开发利用、航空航
天、武器装备、船舶建造、电子科技等
军事领域，业务范围广泛，科技水平领
先，
“ 军转民”空间巨大。兴业银行大
型客户部总经理周伟表示，服务好军
工央企是兴业银行做好军民融合这篇
文章的关键一步。截至 2017 年 9 月
末，该行首批列入总行级军工央企合
作客户数 342 户，各类业务余额 184.15

亿元。
为不断拓展军民融合融资渠道，
兴业银行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积
极探索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创新
融资方式，
全方位支持军工企业发展。
2017 年 1 月，由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航天三江集团联合湖北长江
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武汉市政府投
资平台牵头发起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
的长江航天产业基金，主要围绕商业
航天、军民融合等开展投资，首期募集
资金 25.8 亿元，其中兴业银行认购金
额 10.3 亿元，占比 39.92%，为认购金额
最大的金融机构。
“通过投资长江航天产业基金，我

行将密切参与打造长江经济带，推进
长江流域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有效服务军民融合和地
方经济建设。”周伟表示，该基金将于
近期实现业务落地。
据周伟介绍，早在 2016 年 10 月，
兴业银行便参与发起设立总规模 302
亿 元 的“ 国 华 军 民 融 合 产 业 发 展 基
金”，并作为最大投资人之一认缴出资
50 亿元。该基金项目储备预计投资
额超过 1000 亿元，旨在筹集支持军工
产业“十三五”重大战略任务实施和产
业发展的资金，全面支撑各军工集团
军民融合发展、资产证券化和国际化。
蔡俊雅 文

响应“租购并举”
中信银行携手碧桂园率先进军房地产租赁市场
10 月 30 日，中信银行与碧桂园集
团在北京举行 300 亿元长租住宅保障
性基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中信银行
副行长杨毓与碧桂园集团 CFO 兼副
总裁伍碧君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
字，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碧桂园集团
总裁莫斌等见证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中信银行将在未来三
年为碧桂园集团在长租住宅领域提供
300 亿元的保障性基金，同时整合中信
集团各类金融资源为碧桂园集团在长
租住宅方面提供“一揽子”
“一站式”的
综合化金融服务，满足其在长租住宅
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这
意味着双方将在长租住宅开发建设、
投资孵化、持有运营、后期退出等全链
条进行整体业务合作。
仪式上，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表
示，
“ 租购并举”已经成为建立房地产

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信银行
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中信
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
势，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大力推动长租
住宅保障性基金业务开展，与主流房
地产企业一同开展租赁物业金融合作
创新，开创银企合作新模式。
作为房地产领军企业，碧桂园集
团已经在深圳、上海、广州、厦门等城
市试水长租业务。碧桂园集团总裁莫
斌说，企业将遵循国家房地产长效机
制建立的要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
断努力在长租住宅领域的模式探索。
业内人士表示，中信银行与碧桂
园集团长租住宅保障性基金签约是在
长租住宅领域银企合作的创新举措，
中信银行也成为首家进军房地产租赁
市场的商业银行。
桂瑜 文

银行快讯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富阳农商银行
上线“即时赔”系统
“一直听别人说保险理赔难，手续
繁琐，但是通过这次，感觉真是太方便
了。”马大妈的家属成功办理了保险理
赔后一扫脸上的阴霾开心地说道。
今年上半年，马大妈在散步时不慎
被台阶绊倒摔伤，被路人发现送往医
院，原本以为需要履行保存发票、整理
资料等烦琐的理赔手续，却没想到不仅
不用递交资料，治疗结束第 2 天报销理
赔的款项就打到了银行卡上。
“即时赔”
系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近期，政、银、保多方合作的“即时
赔”系统正式在富阳农商银行上线。上
线后，可针对赔付金额 3000 元以下，事
实清晰、责任明确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主动发起理赔，自动获取客户信息，直
接对接政府社保数据，通过电子签名确
认，实时完成核算并将款项划付至银行
账户。该系统最大的特色便在于主动、
方便、快速。由保险公司实时对接数
据、主动发起理赔；客户无须在整理复
杂的纸质理赔资料，通过电话短信即可
确认，实现全程无纸化；对接银行系统，
最快在当天即可将理赔款项划至客户
市民卡上，使原本需要 25-30 天的医保
理赔时限大大缩减。
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行动本就不
是十分方便，
“即时赔”系统正是基于为
老年人解决麻烦、提供经济支持提出
的。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电子签
名等技术免除了客户递交纸质资料的
麻烦，大大降低了客户赔付时间，并且
通过移动技术，实现对客实时支付，极
大地便利了客户，真正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
让群众少跑路”
。
孙蓝 蒋英 文

留给孩子不一样的回忆

中国建设银行
狗年压岁金上市
一年一约，不变的期待！11 月 8 日，
陪我长大——《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
金》上市，这已经是建设银行回归传统压
岁文化、连续四年为小朋友们专属订制
黄金压岁钱。
“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是建设银
行回归传统压岁文化，与时俱进融入新
时代元素，将传统压岁文化进行现代化、
时尚化、国际化、科技化演绎，每年甄选
孩子们喜爱的童年卡通偶像及寓意吉祥
的纹饰图样，为小朋友专属订制的黄金
压岁钱，表达了长辈为孩子祈福压岁、记
录童年、护佑平安的美好祝福。
作为建行压岁金系列之四，
《中国建
设银行狗年压岁金》，将好莱坞六大影业
之一—环球影业曾热映全球的动画喜剧
系列影片《爱宠大机密》搬上压岁金的
“大银幕”。狗年压岁金由 Au.999 黄金
铸制，重 1 克，同时在工艺上再次升级，
除了加入了全新镭射彩印和变色油墨工
艺，让压岁金好看更好玩外，还新增了录
制专属祝福视频的功能，每一张压岁金
都是为孩子们专属定制，可以永久珍藏
长辈们独一无二的新年祝福。
《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于 8 日
开始上市，受到了现场各位家长和小朋
友的喜爱，一位已经购买了压岁金的家
长表示：
“ 每年一张黄金压岁钱，记录孩
子的童年，真的非常好，每年不管孩子收
多少红包，我都要给他留一份真正的压
岁钱。”
据了解，为感恩回馈大众，
《中国建
设银行狗年压岁金》于 11 月 8 日上市，如
您想给孩子留下不一样的回忆，可前往
建行富阳支行各网点咨询。
包子力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