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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建行推出“建行龙财富”

个人财富管理平台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建

“改革开放 40 年， 人民财富日益

增长， 如何管理财富、 用好财富也成

为寻常百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日

前， 东莞建行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

建行推出了为个人客户全新打造的财

富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行龙财富”， 让

高品质专业化金融服务不再只是少数

人的专享。

平台着眼于客户全生命周期

东莞建行方面表示，“建行龙财富”

着眼于客户全生命周期， 围绕消费、投

资、保障三大场景，构建财富管理的生

态系统，实现当前有钱花，未来有保障，

闲钱能保值增值。

以“财富管理+生态系统”智慧赋能

的全新模式，提升客户体验。 为每个客

户构建了一套专属、完整、动态的财富

全景图， 帮助客户了解自己财富的全

貌。 让客户对自己的总资产、总负债、所

持有的各类产品一目了然，对每天收支

变动、投资收益能随时掌握。

消费场景，平衡“收”与“支”。 通过

收支大数据、合约管理等工具，构建客

户“收支日历”， 在满足日常开支基础

上，帮客户做好资金整体安排。 当客户

遇到临时性资金缺口的时候，提供灵活

的资金融通方式，借助消费信贷或产品

转让平台，解决消费场景的燃眉之急。

投资场景，平衡“风险”与“收益”。

提供适合的个性化资产配置，实现财富

的保值增值。 依托建设银行企业级客户

信息平台，精准捕捉客户特征，建立 360

度客户视图。 通过 AI 智能辅助专家决

策，从大类资产入手，评估和建议持仓

配置，支持客户一站式优化；另一方面，

推出“龙智投”最佳产品组合体系，支持

客户一键下单， 满足不同风险偏好需

求。

保障场景，平衡“现在”与“未来”。

帮助客户从健康、意外、教育、养老等四

大人生关键方面做好保障规划，为家庭

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规划未来、防范

意外、抵御风险。 让客户在遇到人生波

折的时候，有更平稳的安排，能更从容

的面对。

未来依托建行大学分享更多研

究成果

智能交互，随时随地温暖贴心。 东

莞建行表示，客户通过“龙财富”早报、

个性化财富资讯、专属投资业绩报告等

方式，为自己的财富决策提供依据。 通

过使用语音播报功能一键收听。 未来

“龙财富” 还将依托建行大学、 合作机

构，分享更多专业研究成果。 提供全天

候、有温度的服务。

“产品体系+智能投顾” 双能引擎，

确保专业服务水平。 据悉，建行龙财富

整合了建行集团和专业合作机构资源，

构建了涵盖货币类、固收类、权益类、商

品类等大类资产的优质产品池，形成最

佳的动态资产配置组合。 其中，“龙智

投”作为组合投资产品，在配置策略上

凝结了多方专家评估和人工智能技术。

首期推出“鑫享激情”和“乐享稳健”两

大类策略，共 24 种产品和组合，满足不

同风险收益和投资期限需求。“龙财富”

通过智能与人工的有机融合，提供双智

能引擎， 同时通过运用金融技术工具、

大量先进的模型算法，有效提升了决策

的精准度和效率。

平安人寿“爱满分”产品

为孩子提供“满分守护”

近日， 中国平安“1.08财神节”

启动， 活动持续至2019年2月9日。 东

莞平安人寿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 昨

日是财神节的“爆点”， 平安人寿少儿

重疾产品爱满分保险产品计划

（以下

简称 “爱满分”）

受到消费者追捧。 在

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1月8日期间

购买爱满分， 并指定于2019年1月8日

生效， 即可获赠新春“衣食住行大礼

包”， 合计保额价值超百万。

“2018年6月上市的平安人寿‘爱

满分’ 保险产品计划， 一经推出， 便

成为妈妈群中热议产品。 该产品针对

0~17岁的少儿群体设计， 能提供110种

疾病保障， 并兼具满期高额给付的特

点。” 东莞平安人寿表示， 希望“爱满

分” 可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与梦想实现

提供“满分守护” 与“满分支持”。

细分来看， 爱满分提供的110种疾

病保障， 涵盖80种重疾和30种轻症。

轻症最多可以赔付3次， 每种轻症限给

付一次， 且不影响80种重大疾病的给

付。 疾病保障范围广， 等待期后确诊

合同约定的疾病且达到赔付条件， 可

获得重疾保险金， 可有效缓解父母的

经济压力。 爱满分另外一大特点是合

同有效30年保险期满且未给付重疾保

险金的， 给付主险及附加重疾所交保

费的150%。 可以在孩子成家立业的关

键阶段提供经济支持。

此外， 在保障期30年内， 爱满分

为孩子提供身故保障。 18岁前身故给

付主险及附加重疾已交保费， 18岁后

身故给付相当于主险及附加重疾所交

保费之和150%的身故金。 如果投保人

身故或者是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

30种轻症， 可免交交费期内剩余的主

险及附加重疾各期保费， 保障继续有

效。

值得关注的是， 爱满分的保障范

围也包括白血病、 严重哮喘、 严重心

肌炎等少儿高发重疾， 同时附带投被

保人豁免、 满期给付生存金等责任，

是款功能较为全面的少儿重疾险。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芳 高雅

平安福现身中国平安“1.08财神节”

该产品可对恶性肿瘤、急性心梗等 100 种重疾、30种轻疾进行全面保障

东莞平安人寿介绍，纵观 2018 年

保险市场，在回归本源、强化监管引导

下，整个人身险行业调整产品结构，聚

焦长期保障型产品。“保险姓保”“加码

保障” 已成为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方

向。

作为平安集团重要业务板块，平

安人寿发挥保障优势， 财神节期间精

选 7 款爆款保障产品， 涵盖重疾、医

疗、意外、养老等险种，活动期间不同

产品均给予客户专属福利。 平安人寿

拳头重疾产品平安福亦现身财神节寿

险专场，并备受消费者青睐。

“平安福是一款由终身寿险、重疾

及意外险等多维保障组成的保障计

划，提供涵盖身故、重疾、意外伤残、自

驾车意外双倍、医疗、保费豁免等全面

保障。 自 2013 年推出以来，平安福持

续进行迭代升级， 广受市场及消费者

充分认可。 ”东莞平安人寿介绍，回顾

平安福的 6 次迭代过程， 则可充分透

视出一款保障型产品，不断拓维、创新

全面保障、追求极致的过程。

2013 年，平安人寿首度推出平安

福保险产品计划， 作为第一代费改产

品， 从诞生之日起， 平安福就秉持着

“保险姓保”的理念，对常见的 30 种重

疾及 8 种轻疾进行了保障覆盖。

2015 年，平安福升级，将重疾险保

障种扩展为 45 种。 2016 年，平安福拓

展保障人群，推出同名少儿版；2016 年

9 月，平安福再次升级，将重疾和轻症

种类分别升至 80 种和 20 种。 2017 年

平安福全面创新， 恶性肿瘤符合条件

多次赔付：20 种轻疾保障从赔付 1 次

升级到赔付 3 次，每种限给付一次；投

保人 70 周岁前，每发生一次合同约定

的特定轻度重疾且达到赔付条件，身

故及重大疾病保障额度将提升。

2018 年 11 月， 平安福再迎迭代，

平安福（2019）保险产品计划保障范围

再次扩容，增加 20 种重疾，增加 10 种

轻疾， 如今， 平安福已可以对恶性肿

瘤、急性心梗等 100 种重疾、30 种轻疾

进行全面保障。

平安福迭代6次 全面保障百种重疾

“保障范围扩围的同时， 平安福

也在不断创新探索保障的深度。 平安

福 （2019） 保险产品计划升级亮点备

受关注。” 东莞平安人寿介绍， 具体

来看， 一是轻症多次赔付， 保障额度

可增长。 平安福 （2019） 保险产品计

划给予特定轻度重疾最多 3 次赔付，

每种特定轻度重疾限给付 1 次， 且不

影响 100 种重疾的给付。 同时， 70 周

岁的保单周年日前每发生 1 次特定轻

度重疾， 身故及重大疾病保障额度分

别可增加主险及重疾险基本保额的

20%， 最多可增加 60%， 在最需要的

时候提供更高额的保障。

二是恶性肿瘤多次赔付。 面对恶

性肿瘤的复发、 转移等情况， 在满足

合同约定的情况下， 恶性肿瘤可得到

第 2、 3 次赔付， 对治疗费用相对更

高的恶性肿瘤提供额外保障， 这意味

着平安福对恶性肿瘤患者保障的全面

升级。

除此之外， 升级后的平安福， 还

有着“保费豁免， 保单持续有效” 的

特点， 即发生约定的轻度重疾、 重大

疾病等特定事故， 不用再交纳保险期

间剩余的保费， 保障持续有效。 另

外， 新版平安福还包含“自驾车保

障”， 即在驾驶和乘坐非营运私家车

期间发生意外事故， 提供双倍意外险

保障， 且保障长至 70 周岁的保单周

年日。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芳 高雅

保障再度加码 新版平安福亮点受关注

“中国平安‘1.08 财神节’于

2018 年 12 月 23 日盛大启动，持

续至 2019 年 2 月 9 日，昨日是财

神节的‘爆点’。 ”昨日，东莞平安

人寿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1.08

财神节”类似电商消费狂欢节“双

11”， 是平安基于多年客户洞察，

为满足金融消费者全方位、 一站

式金融理财生活需求， 倾力打造

的中国金融业界规模最大的金融

生活狂欢节。

平安人寿拳头重疾产品平安

福（2019）保险产品计划

（以下简

称“平安福”）

亦现身财神节，受到

追捧。如今，平安福已可以对恶性

肿瘤、急性心梗等 100 种重疾、30

种轻疾进行全面保障。据了解，在

2018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8 日期间购买平安福， 并指定

于 2019 年 1 月 8 日生效，即可获

赠新春“衣食住行大礼包”———礼

包责任涵盖交通意外、意外医疗、

燃气意外、急性肠胃炎等，合计保

额超百万，家里家外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