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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东莞分行：
持华夏信用卡，
年货好礼享不停

■东莞平安人寿：
小孩压岁钱买保险 保障理财两相宜
一个春节过下来，不少孩子都会得
到数目不小的“压岁钱”，少则数百，多
则数千元。 以前这笔
“
丰厚”的收入多由
家长代为保管，随着时代的进步，家长
们逐渐意识到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并
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开始引导孩子妥
为安排压岁钱。 东莞平安人寿向信息时
报记者介绍，从理财的角度来看，买保
险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为孩子买个
“
吉祥”，使孩子获得保险保障。

买什么
东莞平安人寿介绍， 少儿保险是
针对 18 周岁以下人群提供的一种人
身风险保障。 分为保障型和教育型两
大类:保障型少儿险主要解决少儿的医
疗问题，同时也提供意外保障。 具体包
括：少儿意外死亡及伤残保险、少儿医
疗疾病保险。 教育型少儿险主要是为
子女准备不同成长阶段的教育金。
在以三口之家为主要家庭形态的
现代社会，孩子已成为家中的核心。 尽
管呵护备至， 但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和健康免疫系统毕竟比成年人脆弱很
多， 发生意外和感染疾病的概率也会
更大。 对许多家庭而言，这都是一笔巨

额而无保障的支出。 相形之
下，少儿保险自然是提供
保障的最佳选择。 在财
力有限的情况下，为少儿购
买保险最好以保障型为主，不宜
包办子女的
“
养老”。
其次，可考虑买少儿分红保险，此
类保险具备储蓄、 保险保障和投资三
重功能， 可为助学和创业乃至婚嫁作
准备。 随着我国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投
资已经成为家庭支出的一个“大头”。
据估计，10 年后一个大学生四年间大
约需要 10 万元左右的费用。 因此，未
雨绸缪，给小孩买教育型保险，为孩子
准备好足够的教育金是十分必要的。
最好的儿童险搭配是， 把提供教
育基金为目的的分红保险作为主险，
附加医疗疾病险与意外险。

买多少
东莞平安人寿表示， 家长给孩子
买保险存在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保额
买得越高越好。 其实，儿童不是家庭的
经济支柱， 不必为孩子的人身安全投
保高额保险， 而是应根据家庭经济状
况量入为出。 保险业有一个公认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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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就是总
保费支出为
家庭年收入 10％~
15%为宜。 在这个标准
基础上， 一般来说儿童险
占家庭总保险开支的两成就足够了。
此外，由于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尤
其是跨入成人期后， 投保需求会发生
变化， 所以儿童险的缴费年限不宜太
长，控制在 10 年~20 年为好。
目前， 各家寿险公司都销售儿童
险产品， 消费者在购买时注意保障范
围的差异，货比三家后再买。 例如，针
对儿童的生死两全险、分红保险，不同
公司设计有不同的给付时间、 给付比
例， 可以结合家庭长期财政计划统筹
考虑收支平衡。 如果要附加价格相对
高的儿童健康险， 需要对所保障重大
疾病的种类和免赔条款进行对比。

“市民年终奖除了用于日常
开支， 剩余部分可用于理财，创
造更多的财富。 ”华夏银行东莞
分行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该行
有两款开放式理财产品非常
适合于市民在过年前后
购买。 一款是步步增盈
系列产品， 该产品 1 万起
投， 根据投资期限计算不同档
次的收益， 可于每个工作日 9：00~
15：40 期间随时赎回，赎回是 T+1 个
工作日到账，预计最高年化收益率可
达 3.95%；另外一款是天天理财系列
产品，该产品 1 万起投，可于每个工
作日 8：30~15：40 期间随时赎回，赎
回是 T 个工作日到账， 预计最高年
化收益率可达 3.4%。
华夏银行东莞分行特别介绍，即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市民持华
夏借记卡绑定云闪付，盛大汽车全国
门店可享 9 元购买 28 元面值的洗车
优惠，每卡每月限优惠 1 次。 此外，市
民持华夏信用卡， 年货好礼享不停：
网易考拉满 199 减 50； 网易严选满
119 减 20；苏宁支付最高减 50 元；至
尊 租车 自 驾 用车 8.8 折/租 三免 一；
华 彩 生 活 首 绑 话 费 充 值 满 100 减
20；20 元 乐 享 两 张 27 元 瑞 幸 咖 啡
券；电影 50 减 20。

■渤海银行东莞分行：
新春理财怎么办 渤海银行给您支招
老百姓通过一年的打拼， 积累了
不少财富， 科学的财富管理已经成为
目前大众关注的焦点。 新春理财怎么
办？ 渤海银行东莞分行给您支招。
渤海银行东莞分行表示，“你不理
财，财不理你”，尤其是负利率在多国
蔓延的情况下， 理财绝对是咱老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 从近期我国货币政策
趋势，利率仍有充足的调整空间。 面对
利率下行， 市民配置可以锁定中长期
收益、保本保息的储蓄存款产品，不失
为一种稳妥的策略。 渤海银行推出的全新
一代创新型储蓄存款产品——
—
“
渤定存”，
具有专属优惠利率、周期性付息、支取便
利的特点，建议市民可适当配置 3 年期
2 万起存，票面年利率 4.125%的渤定存
产品，以及 3 年期 30 万元起存，票面
年利率 4.18%的大额存单。

另外财富的累积不是一蹴而就
的，是在于点滴的累积。 春节期间的大
额闲置资金推荐市民购买可灵活支取
的理财产品， 如渤海银行推出的年化
业绩基准 3.83%，1 万元起存的天天理
财产品，交易时间为：工作日 9:00~15:
30， 购买当天起息， 赎回资金实时到
账，春节期间您放假，让财富不放假！
渤海银行东莞分行表示， 针对春节
前后市民可能有大额消费支出的情况，为
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渤海银行东莞分行
特别推出《开年旺福，非你莫
“
鼠”》活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0 日， 市民办理
渤海银行信用卡专项分期业务并成功放
款， 即可享受手续费费率 6 折优惠, 折后
费率仅为 0.42%/期；活动期间，持卡人办理
12 期专项分期业务并成功放款可在 6 折
费率基础上再减免一期手续费。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
“邮储食堂”春节推出20万种商品专属优惠
针对市民该如何科学管理自己的
年终奖、压岁钱。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邮
储银行打造有特色的大型零售商业银
行， 为城市社区和县域地区广大客户
提供收益稳健、风险可控的理财服务。
邮储银行人民币理财业务现已形成面
对个人客户的“邮银财富”和面对机构
客户的“邮银财智”两大系列产品线，
涵盖邮银财富·债券、邮银财富·瑞享、
邮银财富·e 享、 财富日日升、 邮银财
智·盛势等多个系列产品，满足高、中、
低不同风险偏好客户的多元投资理财
需求。 各产品均实现了预期收益率，获

得客户广泛好评。
此外，邮储银行在手机银行、微信
公众号上线最新会员权益平台“邮储
食堂”，该平台为邮储银行与京东商城
联合打造， 春节前后所有邮储银行客
户可以登录手机银行、 微信公众号进
行会员激活，享受涵盖 20 万种商品的
专属优惠，产品涵盖食品、收集通讯、
家 电 、美 妆 护 肤 、清 洁 用 品 、母 婴 、酒
类、厨具、日用、家纺、服装鞋靴、玩具、
家具、数码、办公、家具、宠物、汽车等
等各个方面， 价格相比电商平台有折
扣，享受京东快递当日、次日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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