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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
邀您“体验”好车主APP

“身边好多人都给我推荐平安产
险好车主APP，今天亲自体验一番，功
能果然很强大。我得赶紧发个朋友
圈 ，向 更 多 朋 友 推 荐 这 个 好 用 的
APP。”10月28日，平安产险河南分公
司邀请近 20 名客户代表作为“体验
师”，在平安产险郑州花园路门店进行
好车主 APP 现场体验。客户马先生
通过自身感受，表述了对“好车主”这
款软件的赞赏，并提出了自己的使用
建议。

当天，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工作
人员进行了手机现场演示，为客户一
一介绍好车主 APP 的各项功能和使
用技巧。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安好车
主APP上线以来，其强大的功能获得
众多客户青睐。平安好车主 APP 涵
盖了开车赚钱、自助理赔、买车险、查
违章、道路救援等多种功能，以车主为
核心，打造移动车主生态圈，帮助车主
实现省钱、便捷、安全、好玩四大价值
主张，从线上线下多触点满足客户需
求，提升体验。

为了让客户更多了解平安产险在
理赔方面的各种便捷措施，当天，该公
司还邀请客户来到平安产险合作汽车
维修厂合众汇金一汽大众服务站,为
到场客户现场模拟演示了电话直赔、
口袋理赔报案，并对车险定损流程、修
理厂自助理赔流程等进行了详细展
示。活动结束后，不少客户表示，这次
体验活动让他们更加全面了解了平安
好车主APP，也体验到更多平安的先
进服务。 倪子 卢明

产品名称 清算规模（万元） 成立日期 清算分配日期 年化收益率
中原财富-安融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100 2015年02月03日 2016年10月03日 9.3%~10.5%
中原财富-安益32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900 2015年01月26日 2016年10月03日 9.3%~10.5%
中原财富-宏业145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00 2015年04月09日 2016年10月09日 9.8%~11.3%
中原财富-成长407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000 2015年08月04日 2016年10月08日 9.3%~10%
中原财富-成长40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 2015年05月27日 2016年10月18日 10%~11%
中原财富-宏业189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 2015年10月21日 2016年10月21日 8.8%
中原财富-安益356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0 2015年07月13日 2016年10月27日 9.0%~9.5%
特此公告，请及时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具体清算信息请登录中原信托官方网站www.zyxt.com.cn查阅。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日

尊敬的委托人、受益人：
感谢您认购中原信托发行的信托计划。我司近期共有 7个集合信托计划足额清算，共计交付信托本金 6.5亿

元，累计分配信托收益9028万元，信托收益及本金已按时划付至受益人账户，详情如下：

信托计划到期清算提示公告

官方网站：www.zyxt.com.cn
财富热线：400-687-0116/800-883-6861/0371-88861666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核准成立的

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专业为机构和高端个人客户提供
信托理财服务。截至2015年末，中原信托累计管理信
托财产 4128亿元，按时足额交付到期信托财产 2876
亿元，累计向客户分配信托收益4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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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投资理财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寻找见证者，邀您一起聊聊
自2007年本报举办首届“中原金融年度盛典”，时至今日，我们已踏入第10个年头。这些年来，中原金融业在

思变与奋争中鏖战，在探索和学习中前行，只为找寻发展之路，破解崛起密码。上周，“2016中原金融年度盛典”再
度扬帆起航，欢迎市民将这一年来的金融消费感受告诉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这十年》历届明星理财师专访正式启
动。我们将寻找这10年来中原金融年度盛典评选出的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明星理财师，讲述这10年来职业生涯的
发展成长，回顾理财市场这10年的风云变幻，敬请期待。郑报融媒记者 倪子

上周，由本报发起的“2016中
原金融年度盛典”活动消息一经发
出，便受到了市民的热切关注。在
这些市民中，有金融工作者、有高
校教师，也有企事业单位行政人
员。连日来，咨询相关活动的金融
机构和普通市民络绎不绝。

在某家股份制银行担任网点
主任工作的任女士给本报打来电
话，推荐她们的理财团队当选最
佳财富管理团队。她说：“我们的
理财团队成员都拥有 AFP 或者

CFP证书，不仅具有精深的专业
知识，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希
望参加这次评选，对团队也是一
种鼓励。”

市民乔女士说：“现在金融创
新产品非常多。比如，通过手机银
行随时随地就可以缴纳水费、电费
电话费，可以在去银行办理业务的
路上通过手机银行排号，还可以随
时转账，手续费减免。以前根本不
了解这些，自从去年关注了中原金
融年度盛典，我发现，原来通过新

技术和新服务，银行可以做到这么
多事情了。今年的活动我还会继
续关注，了解更多银行和保险公司
的服务以及业务。”

“晚报举办的‘年度盛典’这
个活动非常好。”晚报的忠实读者
李先生说，“通过一轮轮的解读、
讨论和评选，能把各个金融机构
隐藏的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让
投资理财变得更加透明，我们也
能更清楚地看到各个金融机构的
优缺点，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驻足 2016，作为主流媒体，
我们愿集结所有中原金融力量，
为您记录最真实的民众之声，为
中原百姓甄选出引领行业发展、
为百姓财富增值的行业翘楚。

自本报第一届“中原金融年
度盛典”举办以来，五大理财师系
列评选都是该评选的重中之重。
这些明星理财师不仅是省会投资
者心中的“人气王”，更是见证金
融市场变迁的重要亲历者。

如今，“中原金融年度盛典”
活动已经历第十个年头。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诞生到今天走向
辉煌，离不开每一位理财师的支
持。不少从该活动评出的明星理
财师也因为这个头衔给自己带来
了更多收获，提供了更广

阔的前景和持续发展。
从 2007 到 2016 年，10 年中

这些明星理财师有着怎样的成长
与蜕变？面对投资市场的风云变
幻，又是如何发挥理财师优势，为
老百姓做好资产配置规划的？

下周，本报将推出《讲述：我
们这十年》系列报道。寻找这 10
年来中原金融年度盛典评选出的
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明星理财师，
讲述这 10年来职业生涯的发展
成长，回顾理财市场这 10年的风
云变幻。如果您曾是我们评出的
明星理财师，又恰好亲历了投资
市场这 10年的起起伏伏，
欢 迎 和 我 们 联
系，一

起聊聊您的这10年。
此外，好的金融服务离不开

您的支持与肯定，如果您对本次年
度盛典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拨打
参与热线56568142，或者登录郑州
晚报《TOP 理财》微信“ZZWBTO⁃
Plicai”告诉我们。同样，如果您对
哪家金融机构的服务不满意，更
要告诉我们。正是有了您
的批评和建议，省会金
融机构的环境才
会更加完
善。

关注热度日益飙升

感恩10年一路同行

制图 宋笑娟

活动一：绿茵阁西餐厅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逢周三、周五，

华夏银行信用卡客户在绿茵阁指定门店持华夏银
行信用卡刷卡消费，即可享受单笔交易 150（含）
元内 5折的优惠。 每个活动日每卡限优惠一次。

指定门店：曼哈顿店、新世界百货店、纬五路
店、大商国贸店、健康路店、人民路丹尼斯店、大
上海城店、嵩山路店、西元国际店。
活动二：豪丽斯咖啡

即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逢周二、周四，华
夏银行信用卡客户在豪丽斯指定门店持华夏银行
信用卡刷卡消费，即可享受单笔交易 200（含）元
内 5折的优惠。 每个活动日每卡限优惠一次。

指定门店：CBD 店、千玺广场店、蓝堡湾旗舰
店、亚新广场店。
活动三：比格自助比萨

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逢周一、 周五，
华夏银行信用卡客户在比格自助比萨指定门店
持华夏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即可享受两人同行
一人免单优惠。 每个活动日每卡限优惠一次。

指定门店：丰产路店：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国贸 360广场 c2137号。

活动咨询热线：0371-53387322�/�53387336

华夏生活圈，天天有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