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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场联欢会还能拿大奖

平安人寿联欢会上送出百余份奖品

12 月 22 日下午 2 时 40 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鹤壁

中心支公司 2013“领航” 平安夜联欢会在淇滨区鹤源酒店二

楼举办。

平安人寿鹤壁支公司 2012 年业绩发展迅速，在广大市民

的信任和支持下，提前一个月完成了 API（保费）任务，在 2012

年全国平安人寿三级机构中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为了答

谢广大客户，圣诞节前，平安人寿为 VIP 客户举办了平安夜联

欢会。

平安人寿的员工们为到场的观众献上了丰富多彩的的节

目。 既有热情奔放的舞蹈，也有诙谐幽默的小品，还有老年人

喜闻乐见的戏曲联唱， 更有今年风靡全球吸引人们眼球的骑

马舞“江南 Style”。 节目中穿插的圣诞老人分发礼物更是把

现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个新的高潮。

联欢会最受人关注的部分是幸运大抽奖活动， 现场 5 轮

抽奖一共抽出了 100 多位幸运观众， 他们分别获得了全自动

洗衣机、折叠自行车、青花瓷茶具套装和韩式心形碗套装等礼

品。 当获得一等奖全自动洗衣机的男士上台领奖时，台下为他

祝贺的掌声经久不息。 （杨阳）

农行推出

安全认证

手机号服务

让“资”弹飞一会儿 让年终奖升值

理财方向：货币基金

适宜群体：年终奖较少，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对资

金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

年终奖在 3000 元以下的投资者可选择的理财途

径通常就是储蓄、货币基金，其中货币基金最适合年

终奖少的投资者。 浙商证券投资顾问陈德指出，在投

资回报率方面，截至上周四，货币基金的整体 7 天年

化收益率约为 3.66%，收益水平远超目前 0.35%的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 由此可见货币基金较好实现了流

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 最重要的是，货币基金的

收益较为稳定， 不会出现偏股型基金那样的急涨急

跌，不过货币基金也很少能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

网购珠宝要谨慎

11 月 29 日，家在九江帝景的李先生为向女朋友求

婚， 在一家网店花了 8000 多元钱买了一对 0.3 克拉的

订婚钻戒。

可因为珠宝物流走货手续繁杂， 李先生拿到钻戒

时， 约好的订婚吉日已经过去， 惹得女方家里很不高

兴。 好不容易哄好未婚妻，谁知钻戒又出了问题，李先

生发现钻戒在白金环扣处有焊接痕迹， 这与网店的商

品描述很不符合。

他很生气地质问网店老板， 结果对方说这只是工

艺问题，并非质量问题。 最终，经过协商，网店老板只勉

强答应折价退款。

为了弄清原委， 李先生来到位于淇滨区银兴国际

广场的非凡珠宝专柜咨询， 非凡专柜珠宝店的店长告

诉他，他购买这种价位的钻戒，工艺上是不应该存在焊

接痕迹的。

临走前，好心的店长又告诉李先生，非凡珠宝就

有同类款式的钻戒，不但没有焊接痕迹，而且价格要

比网购价格便宜六七百元， 这让李先生在吃惊之余

大为懊恼。

业内人士建议，网购珠宝前，最好让客服出示珠宝

的相关证书，IGI、GIA、国金检、国检证书都可以。 一般

真的 GIA 证书的裸钻， 不光在钻石上有腰线刻字，在

GIA 官方网站也能查到相对应的判定成果， 这是有关

珠宝质量的检测凭证。 没有相关质检证书的，肯定不是

正规的产品。

实际上， 对于珠宝这类比较贵重的商品， 与其贪

图表面的便宜去网购， 还不如选择去专柜实地购买更

方便安全。 我市的消费者， 可到非凡珠宝、 周大生、

金九福这些专柜购买， 这些国际性知名珠宝品牌， 都

是经过权威资质认证的。 在实体店里， 消费者不仅可

以当面验证珠宝的好坏、 真伪， 还可以享受打折的优

惠， 以及珠宝保养、 修复等售后服务。

(杨阳）

年终岁尾，领年终奖是最让人激动和兴奋的事之一，虽然工薪阶层拿到手的年终奖

金额各有不同，但业内人士认为，只要投资者能清楚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需

求、理财期限这 3 个问题，无论年终奖多寡，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年终奖理财途径。

平安人寿鹤壁中支举办联欢会。

又到年末岁尾， 不少

网购达人投入到网上购物

热潮。 为提升广大客户的

网购安心指数， 进一步保

障电子银行客户资金安

全， 农行开始对一代 K

宝个人客户实施安全认证

手机号服务。

安全认证手机号作为

电子银行客户预留在农行

的手机号码， 是实现短信

渠道认证、 紧急事件通知

等安全功能的有效工具，

能够保障电子银行客户的

账户资金安全。

为让您的网购之旅更

加便捷和安心， 农业银行

为您送上几条温馨提示，

希望能够为您多添几分安

全保障：

注意辨识

网址和短信号码

农业银行门户网站只

有 一 个 ：www.abchina.

com，手机银行网址为：m.

abchina.com，同样，农行的

客服电话及短信号码也只

有一个：95599， 通过普通

手机号发送的网银提示短

信都不可信。

谨慎保管个人信息

在任何情况下， 切勿

泄露银行账号、K 宝密码、

动态口令卡和手机验证码

给他人， 并定期修改网银

密码， 尽可能使用虚拟桌

面软键盘输入 K 宝密码，

为账户设置合适的交易限

额， 并及时开通短信提醒

服务。

警惕低价陷阱

如果挑选的商品价格

过于优惠， 那么它就有可

能有问题。同样，当您收到

一封促销邮件后， 别着急

去点击链接， 上网查看该

商家的网站并确认促销商

品和活动真实存在， 如果

没有查询到， 那么这封邮

件就有可能是个骗局。

防范病毒入侵

请使用正规的网上支

付平台完成交易， 并为常

用于网购的电脑安装网银

安全控件、操作系统补丁，

更新杀毒软件并定期扫

描， 不随意接收或下载不

明文件， 以防止病毒入

侵。 （杨阳）

年终奖：3000元～5000 元

理财方向：短期理财基金

适宜群体：年终奖较少，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喜好短线交易的投资者

这一档次的年终奖仍属于“轻量级”水平，但

投资者的选择余地有了一定扩展， 除了储蓄、货

币基金外，今年现身理财市场的短期理财基金也

可作为投资的方向。 短期理财基金的流动性较

好，目前市场中主流的短期理财基金的投资期限

通常为 7 天～14 天， 同时短期理财基金的投资

门槛较低，有些最低投资额仅为 1000 元，而且收

益水平也不低，平均收益率约 3.75％。 不过短期

理财基金收益率的波动范围较大，部分挂钩权益

性投资产品的短期理财基金存在亏损的风险。

年终奖：5000元以上

理财方向：基金定投

适宜群体：年终奖适中、有一定风险承受能

力、倾向于中长期投资的投资者

这个档次的年终奖可关注基金定投。基金定

投是一种比较好的低风险投资方式，投资者用小

额的资金， 以定投为投资理念进行长期投资，这

样既可以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又能够保证预期

的收益。 假如每月定投 500 元，如果定投的基金

组合回报率能达到 5%，那么 10 年后就可获得净

利近 2 万元。 （据《重庆商报》）

年终奖：3000 元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