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孩子的未来
富德生命!小海豚计划"财商教育再出发
!!!!!!

一提到孩子的教育!家长们也是拼了"

智商教育自不必说! 看看各类课外班就知

道"自从#成功
!"#

靠情商$成为共识后!情

商教育也提上日程%近年来!培养孩子正确

财富观念的&财商$教育进入家长们眼帘!

并日益收到关注! 因为! 谁家不想培养一

个$未来财富家&呢'

智商 情商 财商 一个也不能少

随着不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提高!孩

子们可支配的财富也在增多%每年春节!很

多小孩可以收到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压岁

钱%平日里!很多孩子也有着数目不菲的零

花钱!而且!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也会越

来越多接触到与金钱有关的事情% 帮助孩

子形成正确的财富理念!学会&理财$!学习

理清财富和生活的关系!成为&高财商$儿

童!成为了家庭财商教育的重要话题%

什么是财商'财商指的是认识(创造和

管理财富的能力! 即一个人与金钱打交道

的能力%儿童财商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中国家庭的家长总是&羞$于与孩子谈钱!

但在一些发达国家!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

都非常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 据

悉!

$%&'

岁是儿童财商启蒙的关键时期%

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 教育孩子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和理财观! 让他们学会正确的使

用财富!并创造财富%

!智慧小海豚"带来精彩少儿财商培训

瞄准高品质儿童财商培训普遍缺乏的

社会痛点 ! 为回馈客户 ! 富德生命人寿

'"&(

年即推出&小海豚计划$之&智慧小海

豚$少儿财商培训!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活动

和课程!启蒙孩子财商潜能!培养未来财富

家% 在收获满满的好评之后!

'"&$

年!富德

生命人寿&小海豚计划$再出发!

'"&$

&智

慧小海豚$ 首场少儿财商培训将于
(

月
)

日在深圳启动! 并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在全国铺开%

据了解!富德生命人寿 &小海豚计划$

项目于
'"&*

年发起!一直聚焦儿童健康快

乐成长%项目成立以来!&小海豚计划$的足

迹已遍及全国多个城市和地区! 经过三年

多的发展和推广!&小海豚计划$ 的内涵进

一步丰富%

'"&(

年!&小海豚计划$推出新

成员&智慧小海豚$少儿财商培训课程%

富德生命人寿始终秉持着&富及民众!

德行天下$的核心价值观!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富德生命人

寿主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用爱心关怀生

命!感恩生命!用行动回报社会% 未来!&小

海豚计划$还将增加更多的新成员!持续关

注与儿童健康成长相关的公益项目%

!

生命
"

展示实力和形象的舞台
联系群众和客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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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寿成功发行资本补充债券 !""亿元
!!!!!!

日前!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平安人寿* 在全国银行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人民币
&""

亿元(

&"

年期可赎回资本补充

债券! 发行票面利率
*;!'#

% 据介绍 ! 本次

&""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的成功发行 ! 是自

'"&&

年平安人寿首次发债以来! 单次发行规

模最大的一笔债券融资%

此前! 平安人寿曾取得中国保监会和中

国人民银行同意其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不超过
&("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的

批复! 并于
'"&(

年
&'

月成功发行首期人民

币
("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平安人寿表示! 本次债券发行所募集资

金将用于补充公司附属资本! 提高偿付能力

和营运能力! 增强抗风险能力! 以支持公司

业务健康( 快速发展% 在近期债券市场利率

出现波动的困难情况下! 本次债券的成功发

行获得了市场上各大机构投资者踊跃认购 !

彰显了市场对平安人寿品牌价值充分信赖与

高度认可%

据中国平安一季度业绩显示! 平安人寿

前三月实现规模保费
&'+,;+$

亿元! 同比增长

'!;*(#

% 其中! 个人寿险业务实现较快增长!

规模保费达
&&,*;)$

亿元! 同比增长
'$;),#

%

银保渠道业务首年期交规模保费
&';&"

亿元!

同比增长
&'(;("#

% 电销渠道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 ! 实现规模保费
*!;!"

亿元 ! 同比增长

*';$,#

! 市场份额稳居行业第一% 互联网渠

道实现快速发展! 规模保费达
);)"

亿元%

!

张凉草
"

太平洋保险川汇区支公司
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

月
&*

日上午!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川汇区支公司举行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 暨庆祝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

立
'(

周年游行宣传活动%

上午
+

时! 在太平洋寿险川汇区支公

司总经理郭红宣带领下 !

&""

余名业务伙伴整齐划一的走上

街头! 开展游行宣传活动% 他

们着装统一( 步伐整齐! 高举

彩虹伞和印有 #创建文明城市

打造美丽周口 $( #创建文明

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 的宣传

条幅和彩旗! 在市区形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吸引了广大

市民的驻足参观! 使宣传活动

深入人心%

自今年
*

月份以来! 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川汇区支公司响应周口市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活动号召! 积极

投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行列 !

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 践行文

明( 弘扬文明% 在加强创建宣传的同时!

还对太平洋寿险的品牌和产品进行了有效

宣传%

#太平洋$

债市调整
泰康新发偏债基金迎中长期建仓良机

!!!!!!

今年以来!

=

股市场表现低迷% 面对利率

持续走低!#资产荒$成为投资者面临的一大难

题!低风险(业绩稳定的偏债混合型基金产品

再获市场关注%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基金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招行银行( 泰康资产直销中

心等渠道发售%该基金用于投资股票资产不高

于总资产的
*"#

! 债券资产投资比例灵活!是

契合当下市场环境的基金投资品种之一%

作为一只偏债混合型基金!泰康宏泰回报

两位拟任基金经理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

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蒋利娟

表示!在资产荒大环境下!确定性投资机会还

看债券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蒋利娟擅长固定

收益投资和流动性管理!投资风格稳健% 据银

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
'"&$

年

*

月
*&

日!蒋利娟管理的薪意保货币
>

!今年

以来在同类排名前
&3*

!投研实力可圈可点%另

一位拟任基金经理桂跃强负责权益类资产投

资!他此前管理的基金曾获中国证券报颁发的

#

'"&&

年度混合型金牛基金$(#

'"&'%'"&,

年

三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大奖!优秀的投资能

力屡获认可%

在公募投资领域!泰康资产将传承其多年

稳健投资的投资风格!继续发挥在大类资产配

置上的投资优势%事实上!在保险资管领域!泰

康资产早已名声远播!其产品业绩稳居业内前

列% 根据华宝证券中国投连险分类排名!截至

'"&(

年年末!在全部同类产品中!泰康开泰稳

利精选和泰康稳健收益两产品的近
&

年(近
*

年收益率排名分居第一和第二位% 在公募方

面!泰康资产旗下也不乏明星产品!根据银河

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
*

月
*&

日!泰康

新回报混合基金
=

类今年以来在同类同期产

品中排名
&(

位
?

体现了基金管理人稳健操作

的投资风格%

近期!债市出现多起信用违约事件!债市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引发业界广泛担忧%业内人

士表示!当前信用债风险是债券投资风险中最

突出的风险之一% 专家建议!基金投资尤其是

偏债混合基金的选择!应重点关注基金持仓情

况% 对于那些已经持有低评级债券!且杠杆较

高的偏债基金!要谨慎防范风险% 同时也应重

点关注!具有建仓优势的新发偏债混合基金产

品!这类基金由于资产结构好!预计受债券市

场调整因素影响较小!是投资者长期稳健投资

首选%

在债券投资领域! 泰康资产凭借强大的

内部评级体系为公募投资保驾护航%作为当前

国内资管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经验最丰富的机

构之一! 泰康资产拥有覆盖
'"

多个行业多种

产品的评级体系( 庞大的内部评级数据库(有

效的
@A

支持系统!已拥有配备
'"

名以上专业

人员!具备强大的信用评估能力!可有效规避

信用债投资#踩雷$风险%

对于未来的投资机会!泰康资产认为!随

着本轮债市调整!债券长期配置机会显现% 泰

康宏泰回报基金的投资操作! 将充分发挥

混合基金股债动态配置的特点! 基金投资

初期或主要以债券投资为主! 重点关注具

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利率债(金融债!严控信

用风险!重点关注具有高信用评级的债券!

并适当关注转债等投资机会% 权益投资将

稳步建仓(积极控制回撤风险!行业配置重

点考虑行业景气度和估值因素! 通过自下

而上精选投资标的!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集中资金进行优质证券的投资管理! 力争

为持有人创造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

泰康
"

富德生命人寿
打造 #$$%$客服热线订制专属名片

!!!!!!!

近日! 为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 增强

客户对客服电话的信任度! 富德生命人寿客

户服务部服务再次升级! 打造了
+((*(

客服

热线专属名片! 客户接到
+((*(

来电后! 手

机屏幕将显示富德生命人寿的公司简称( 企

业
BCDC

( 企业形象的宣传语%

富德生命人寿作为客户服务的重要窗口!

+((*(

客服热线将秉承 #责任( 专业( 效率(

热情$ 的客服文化! 不断提升客户体验! 为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在客户服务上 ! 富德生命人寿首创了

#带息理赔$ 服务! 对购买该公司传统寿险的

被保险人身故后! 除了给付的保险金! 公司

将另外支付身故日期至理赔审核日期之间的

身故保险金利息% 除此之外! 公司还先后推

出了 #

&'*,

特色关爱理赔$ 服务和 #精英代

理人理赔$ 服务! 使消费者理赔程序更为简

便 ! 真正做到用实际行动实践对客户关怀 %

今年初! 富德生命人寿借助互联网技术! 推

出银保行业首款在线售后服务软件+++生命

云服务
=EE

! 其具备 &在线回访 $ 功能 (

&收益查询$ 和 &在线保全$ 等功能! 极大地

改善了传统电话回访时隔长( 效率低( 方言

导致沟通不畅等问题%

今年
*

月份! 富德生命人寿凭借优异的

市场表现和服务优化! 荣获 &

'"&(

影响中国

品牌
("

强$ 的美誉! 成为三家获此殊荣的保

险企业之一% 据悉! 作为以提供服务为主的

保险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一直以来坚持 &以

人为本! 以客为尊$ 的服务理念! 不断优化

提升客户服务! 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

富德人生人寿方面将在
'"&$

年围绕 &大

运营$ 打造行业服务品牌! 树立优于行业的

服务理念! 建立优于行业的服务体系! 加强

外部客户服务体验! 使客户全时全地( 便捷

高效享受富德生命人寿的高质服务%

!

生命
"

国华人寿荣获
!浦东新区第三批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

月
'!

日!&践行新理念! 建工十三

五$ 浦东职工庆五一暨十三五劳动竞赛动

员大会在周浦镇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浦东

新区区委副书记吴福康( 浦东新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顾晓鸣(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谢毓敏( 浦东新区政协副

主席( 上海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副部长钱传

东等参加了本次大会%会上!国华人寿金融

服务创新工作室荣获 &浦东新区第三批劳

模创新工作室$荣誉称号!国华人寿工会主

席张文杰代表公司上台领奖%

国华人寿成立至今! 由张文杰同志带

领的国华人寿工会始终以搭

建企业与员工的良好桥梁为

目标! 努力推动企业发展与

职工成长协调并进! 为职工

搭建梦想腾飞的平台! 努力

通过创新为企业发展贡献能

量%

'"&(

年
(

月!张文杰同

志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公

司多年来对区域经济发展所

做的努力得到了充分的肯

定% 由张文杰同志带领的国

华人寿金融服务创新工作室

在近一年的工作中科学规

划(积极推进(凸显特色(注

重实效! 良好的发挥劳模工作室的积极作

用!培养职工创新力!提高职工素质!为公

司又快又好的发展贡献了更多创新源泉%

据悉! 此次表彰共有
&'

家单位获得

&浦东新区第三批劳模创新工作室$荣誉称

号! 国华人寿作为唯一的一家寿险公司荣

获该荣誉!通过兢兢业业(有条不紊的创新

工作获得了组织的极大认可% 未来
F

国华劳

模创新工作室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 发挥

劳模先锋示范作用! 激发广大职工的争优

创先的热情! 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持续注入

创新源动力%

!

国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