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人口
寿命持续增长，80岁以上高龄老
人数量以年均4.6%的速度递增，
养老金缺口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对此， 阳光人寿保险专家建
议，以商业养老险作为对社保和退
休金的补充，可以让更多老年人安
享晚年，但是投保养老险需趁早规
划，同时还要兼顾养老、重疾、意外
等多种保障需求的理性搭配。

目前市场上的保险品种虽

多，但大多对投保年龄做了诸多
限制，普遍为55岁、60岁和65岁。
阳光人寿保险理财师建议，为避
免“无保可投”的尴尬状况出现，
子女为老人购买保险需趁早。

另一方面，从保险产品的费
率考虑，在父母年纪不大时为他
们投保， 保费相对更加便宜。投
保年龄相差10岁，购买同一款产
品的保费有时会相差20%甚至
50%。同时，保险公司的体检要

求非常严格，一旦父母身体状况
下降，可能因为健康原因被保险
公司拒保或者被要求增加保费。

阳光人寿保险理财师认为，
养老是个很宽泛的问题， 它包含
了老年将面临的各种意外风险、
医药费用、必要生活开支等。大家
在做养老规划时，应兼顾意外、重
疾、养老的理性搭配，退休时才会
不惧风险。■通讯员邱枫朱卉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退休年龄或将延迟 阳光保险：养老规划需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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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香港苗圃助学长征2013湘西行”活动探访希望小学

中国银行积极向希望小学捐赠物资
近日，“中银香港苗圃助学

长征2013湘西行”起步仪式在吉
首市乾州古城举行，包括中国银
行（香港）员工及亲友在内的212
名香港苗圃行动志愿者参加了
此次活动， 筹款目标为250万港
元， 善款将用于资助湘西州100
名贫困高中生及西部贫困地区
的助学工作。

活动期间，志愿者探访了苗
圃行动在上世纪90年代捐建的
两所希望小学，并与学生进行交
流互动。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也
利用这次机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向吉首花垣清水乡苗圃希望
小学捐赠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

筹款250万资助贫困生

据记者了解，香港苗圃行动
于1992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是一
个非政治、非宗教、非牟利，以义
工为主导的慈善机构。自1993年
起， 开始在湘西州开展公益助学
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苗圃行动在
湘西州援建希望小学、 希望小学
教师宿舍63所，投入资金近千万
元（包含政府配套资金），救助学
生2万余人次。“苗圃助学长征”是
苗圃行动每年一度的大型步行筹
款活动之一， 于2004年首次开
展，曾在四川、甘肃等地举行过。

此次“中银香港苗圃助学长
征2013湘西行”， 全程步行约80
公里，为期8天，有212名香港公
益志愿者参加活动， 其中最年轻
的21岁，最年长的77岁。

据活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一度的苗圃助学活动，今年
踏入第九个年头， 参加人数逾
210位， 创历届参与人数最高纪
录，参加者年龄由最年轻的21岁
至最年长的77岁不等。步行活动
全程约80公里，湖南省境内起点
为吉首巿。途中，参加者将探访
两所苗圃行动于上世纪90年代
捐建的小学，并与学生展开交流
互动。

此次活动筹款目标为250万
元，所得善款将用于资助湖南省
湘西州保靖县的贫困高中生及
内地西部贫困地区的助学工作。

中国银行积极捐赠物资

在“中银香港苗圃助学长征
2013湘西行” 活动对吉首花垣清
水乡苗圃希望小学进行回访时，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也利用这次
机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吉首
花垣清水乡苗圃希望小学捐赠学
习用品和体育器材。

纯真的笑脸， 朴实的乡音，
鲜艳的红领巾， 崭新的图书，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10月22日给
吉首花垣清水乡苗圃希望小学
送来了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等，
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献上了一
份温情满满的爱心。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工会、
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行组
织人员的带领下，将两百多个书
包、几百册图书、铅笔橡皮作业
本等文具和大量体育器材送到
清水乡苗圃希望小学。据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工作人员介绍：这
次捐赠活动发起到现在只有七
天，全行的员工都表现出很大的

积极性，直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还
有员工将刚买的书包和图书交
给我们，委托我们把书包和图书
送给孩子们。”

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看见那
么多崭新的图书，脸上都立马露
出灿烂的笑容， 对着图书东摸摸
西看看，喜欢得不得了。乡政府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些农村的
孩子们家庭都很贫困， 很多父母
都外出打工，家里只剩老人，日子
都很苦，很不容易。但是这些生活
贫困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对
知识、对学习充满渴望。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多次实施支教
等“爱心活动”，中国银行一贯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希望能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倪晴

刚刚褪去的十一家电促销热潮
余温犹在， 新一轮促销大战即将拉
开序幕， 湖南国美在十一促销期间
创下同比增长40%的良好业绩，本
周将趁胜追击， 在湖南家电市场扔
下一枚低价重磅炸弹，10月25日至

27日之间，全场满2000返200；银联
刷卡单（有国美信息的pose签购
单）， 满额刷卡再减100元； 套购满
18888元送2000积分；抽奖中I�PAD
等将一一引爆本周末家电促销。
满2000返200��实实在在

秋季是家装旺季，家装热催生
了家电热，错过了十一低价的您也
不必懊恼，国美十月低价革命正式
来袭， 活动期间来国美门店购冰
洗、空调、彩电、厨卫、小家电、手机、
数码、电脑单品满2000元返200元，
实实在在的让利让您放心购物。
银联刷卡单 满额刷卡再减100

本次活动全程，持卡人凭打印
有“恭喜！银联卡（卡号62开头）持
卡人凭此单可至国美门店兑换100
元家电补贴现金券”字样的POS签
购单、银行账单打印件，可在当地
国美门店免费兑换100元代金券1
张。银联持卡人凭代金券刷卡消费
即可在国美门店专享成交价基础

上立减100元的优惠。
套购满18888元即送2000积分

活动期间来国美购冰箱、 洗衣
机、彩电、空调、厨卫、小家电饮水设
备(单件800元以上)2件及2件以上不
同品类的商品，满18888元送2000积
分 ，2000积分即为2000元， 在国美
购物时可以直接抵用同等金额现金。

本周五，国美十月低价革命引爆星城

… 经济信息

今年39岁的贺学明，是娄底
春园支行营业部负责人。她个子
不高，瘦瘦小小，一副弱不禁风
的模样。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她柔中带刚， 有使不完的韧劲。
从柜员到运营主管，从支行会计
监管员到支行营业部主任，她的
每一步全是凭借过硬的本领，勤
奋的工作、拼搏的精神以及骄人
的业绩铸就出来的。

每天她走进营业部的第一
件事就是组织全体员工召开晨
会，多年来未曾中断过。她总是
利用晨会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好，
将同事之间的摩擦化解掉。

春园支行营业部是娄底农
行的形象窗口。 由于附近有市
场、超市，又紧挨娄底繁华商业
中心春园步行街和九亿步行街，
每天的业务都非常繁忙。 为此，
贺学明经常主动身兼数职，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不管任何
事情，她都亲力亲为，能够自己
解决的， 绝不给员工增加负担，
她总说：“营业部员工都已经忙

成这样了，能不让她们操心的决
不让她们操心！” 贺学明就是这
么一位知心又善解人意的网点
主任，因此营业部的同事都亲切
地称呼她为“家长”。

在农行阵线上战斗了近20
年。她朴实无华，以拼搏、奋发的
精神为自己的青春撰写了绚丽
的篇章，为农行树立了一种新时
期完美员工的形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近日，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
“专注为明天，希望在前方”2013
年支教行动在郴州桂东寨前平
安希望小学正式启动。

由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组织
的首批5名支教志愿者同时抵达
学校并开展教学， 正式拉开2013
年支教活动序幕， 他们将在一周
时间内为孩子们带去儿童安全与
心理健康教育， 后续还将有两批
志愿者持续接力进行支教。

此次“专注为明天，希望在
前方”2013年寨前乡平安希望小
学支教活动，是中国平安围绕平
安希望学校开展的公益项目之
一，并得到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的指导，也是平安人寿湖南
分公司在寨前乡平安希望小学
开展的首次支教，旨在帮助贫困

地区的孩子打开洞察世界的窗
口，领悟爱与分享。据平安人寿
湖南分公司介绍， 从今年起，公
司将持续组织支教活动，努力践
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为身处乡
村的孩子，带去新的思维、新的
视野，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希望的
种子。

在为希望小学带来支教志
愿者的同时，平安人寿湖南分公
司还为学校送去一批教学物资，
特别是学校师生急需的电脑、电
子琴、球类体育用品等。据介绍，
这些物资都将无偿地捐献给学
校，希望对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
件有所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孩子
们可以健康地成长、 快乐地学
习。 ■通讯员 陈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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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银行营业部的贴心“家长”

平安人寿2013年希望小学
支教行动正式开启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向希望小学移交中行捐赠的学习用品。
通讯员 倪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