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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电子银行全新升级
推出多项便捷服务

企业网银新增多项服务
助企业提升财务管理效率

记者从中行湖南省分行得
知， 中国银行面向企业客户全
新推出网上银行票据池、 订单
融资及中小企业贷款服务。企
业网银票据池服务为客户提供
票据真伪辨别、票据托管、票据
托收、票据信息查询，以及托管
票据质押开票、开证、贸易融资
等服务， 帮助企业客户实现票
据的集中管理， 同时发挥所持
票据的资金调控作用， 拓宽企
业融资手段与渠道。 企业网银
订单融资服务支持企业通过网
银在线提出融资和还款申请，并
可对在线申请结果、融资信息及
订单信息进行查询，满足供应链
关联企业的在线融资需求。企业
网银中小企业贷款服务实现中
小企业客户对新模式贷款业务
的在线提款和提前还款。

中行湖南省分行电子银行
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中行企
业网银还将新增在线开户开网
银服务，对接渠道下新增快捷代
收服务，浏览器渠道新增公务卡
还款功能。同时，对现金管理、虚
拟账户、对账服务、第三方存管
等服务进行了优化提升。

个人网银丰富理财功能
为客户提供更多投资选择

据记者了解， 中国银行面
向个人客户推出储蓄国债（电
子式）及个人期权业务。个人网
银储蓄国债（电子式）服务为客
户提供国债账户设定、买入、卖
出及交易状况查询等功能。个

人网银期权服务为客户提供期
权宝、两得宝、普通牛熊证、障
碍式牛熊证、数字式牛熊证，所
涉及的标的包括主要美元直
盘、交叉盘和黄金兑美元。

此外， 中行个人网银还将
新增自助升级服务， 符合中行
中高端客户标准的理财版网银
或手机银行客户， 可自助升级
为贵宾版， 享受更多增值服务
及费率优惠。 信用卡服务新增
在线激活、挂失、补卡及全球交
易人民币记账功能； 网银iPad
客户端新增主动收款、 账单缴
付、投资理财等功能。此外，还
对转账汇款、 投资理财等多项
服务进行了优化。

手机银行优化登录方式
客户体验进一步提升

中行湖南省分行电子银行
部杨修民表示， 为给客户提供
更为便捷的手机银行服务，中
国银行全面简化手机银行登录
方式， 客户登录手机银行客户
端时输入手机号码、 密码和图
形验证码即可登录；登录WAP
版手机银行时， 选择运营商后
输入密码即可登录。 现有手机
银行标准版及增值版客户端将
整合为一个客户端版本， 为客
户提供更加丰富的资讯信息和
更为便捷的操作体验。 中行手
机银行还将与网上银行同步新
增在线自助升级功能， 进一步
提升客户体验。

此外，中行还将在部分地区
创新推出手机取款业务，客户使
用该项服务在身边的中行手机
取款代理点就能取出现金。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适
应市场需求而产生的一种融资
方式，在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社
会融资结构、 弥补市场资金需
求和促进“三农”和小微企业发
展中发挥着显著作用。

但现有法律存在诸多缺
陷， 严重制约着民间借贷的发
展。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
民间借贷提供制度保障， 已迫
在眉睫。

中国民间投融资促进中心
常务副主任、 盛大金禧投资集
团董事长盘继彪表示， 合理界
定非法的民间借贷行为、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有
关条款，保障合约双方的合法权
益，非常重要。他建议国家尽快
制定和出台《民间借贷法》或《放
贷人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使
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所进

行的民间借贷合法化。
记者获悉， 盛大金禧投资

集团已有16年民间资本运作
经验，拥有丰富的平台资源。自
2013年2月集团总部迁入北京
以来， 集团全面启动了市场监
管系统，从市场、网络等渠道进
行监控， 杜绝任何影响集团信
誉、破坏行业秩序的现象发生。

目前， 盛大金禧投资集团
已与国家发改委达成深入合作
关系，并成立“中国民间投融资
促进中心”。4月24日， 盛大金
禧投资集团主办了湖南首届民
间借贷财富交流会， 本次交流
会旨在帮助企业家们了解民间
借贷， 通过与受邀企业达成合
作， 共同维护民间借贷市场秩
序， 在全国形成最具影响力的
资本圈。
■通讯员 丰泽娟 记者 刘永涛

本报5月14日讯 买了特价
机票，取消旅行，票款只能“打水
漂”？不，退特价机票也有了专门
保险来赔偿。近日，平安产险业
内首次推出“平安个人预定特价
机票取消保险”（简称特消险），
客户购买国内特价机票，只需支
付20元保费， 如因个人原因退
票，可获机票款金额60%的理赔
金，“三不”机票退票无保障将成
为历史。

5月以来， 航空市场进入淡
季，机票价格纷纷跳水，甚至出
现机票价格比燃油附加费和机
场建设费还便宜的“白菜价”。对
于旅客， 买到一张特价机票，可
大大降低出行成本。不过，特价
机票往往限定了“不得转签、不
得退票、不得改期”的三不原则。
旅客在购买这类“三不”机票后
也面临着困扰，如因个人原因提

出退票，仅可退回机场建设费和
燃油附加费，将面临预付机票款
全部损失风险。

近日，平安产险联合国内知
名商旅平台芒果网创新推出“平
安个人预定特价机票取消保
险”。 客户通过指定订票渠道预
定国内特价机票同时可购买该
保险产品。客户只需支付20元保
费， 如因个人原因需退票的，即
可获得机票款金额60%的理赔
金,终结了国内“三不”机票退票
无保障的历史，不但为客户提供
更全面的出行保障，扩展客户出
行的自由度，有效降低客户出行
风险。该款产品一经推出就赢得
客户认同，引起各大机票旅游代
理网站、 航空公司等渠道的兴
趣。

平安产险个人产品部负责
人介绍，“平安个人预定特价机

票取消保险”有诸多创新，包括
创新承保因客户个人原因未能
乘坐预定的特价航班的保险责
任，设计更具人性化；创新启用
免退票证明的理赔方式，实现客
户省心理赔， 提升客户体验；创
新采用保险公司、 销售渠道、航
空信息平台三方系统对接，实现
信息互转，简化业务流程，真正
实现“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一直以来，国内航空保险市
场基本上是航空意外险一枝独
秀。然而，近年航空保险市场正
向“新型航空综合保险”市场过
渡。平安产险个人业务顺应市场
趋势，先后开发航班延误、航班
取消、航班备降、托运行李延误、
劫机等多个创新型保险产品，强
化在航空旅游领域的优势，并在
新领域内建立行业标准。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王艳辉

近日，泰康人寿推出“泰康
康悦人生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即可享受
多重保障和服务。

据了解，“泰康康悦人生重
大疾病保障计划”由“泰康康悦
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和“泰
康附加康悦人生提前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组成。该计划在保险
期内提供重疾、身故、高残保障，
涵盖40种重大疾病；还具有保费
豁免功能，如投保人不幸遭受意
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者高残，就可
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豁免保费，延
续对家人的关爱；若满期未发生
重疾、身故、高残赔付，则一次性
给付生存保险金，为老年生活提
供财务支持。出生30天至60周岁

的人都可作为该计划的被保险
人，最高可保至90周岁。

此外， 购买该产品的客户
还可享受泰康人寿提供的重大
疾病就医绿色通道服务。当客户
经二级以上医院初步诊断罹患
保险条款列明的重大疾病时，经
医生建议需进行二次诊断、住院
或手术时，客户可向泰康人寿申
请享受绿色通道服务。泰康人寿
将安排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专
家为客户提供全面详尽的诊断
和治疗意见， 免除客户挂号、找
专家的麻烦，异地就医还报销最
高5000元的交通住宿费。投保该
计划成功后，泰康人寿将定期向
被保险人发送“电子服务券”，获
得专享齿科保健服务（限部分地

区客户使用）。
投保人还可享受分红，每年

红利可领取，不领取则可复利计
息。（注：分红是不确定的）例如：
周先生给30岁的妻子康女士投
保了“康悦人生重大疾病保障计
划”，保额20万元，保至80周岁，
年交5640元保费，交费20年。则
康女士就可享有40种重大疾病、
20万元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
障和特色健康服务，或20万元保
额的身故或者高残保障。如果康
女士年满80周岁没有发生合同
约定的保险事故，就可获得20万
元的生存保险金和累积生息的
红利。

■通讯员 王志平
记者 肖志芳

退特价机票可获赔
平安产险首推特消险

买重大疾病保险 享特色健康服务
泰康人寿推出“康悦人生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法制化助推
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近日，记者获悉中国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全新
升级，面向企业客户推出票据池、订单融资、中小
企业贷款、在线开户等服务；面向个人客户推出
了储蓄国债（电子式）、期权及自助升级贵宾版等
服务，并对手机银行登录方式及客户端软件进行
优化提升，为客户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曾颖卓

中国银行电子银行全新升级。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