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洋大学简介 
 

中国海洋大学是一所海洋和水产学科特色显著、学科门类齐全的教育

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

高校，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 

学校校训是“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学校创建于 1924 年，历经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

大学、山东大学等办学时期，于 1959 年发展成为山东海洋学院，1960 年

被国家确定为全国 13 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1988 年更名为青岛海洋大

学，2002 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学校有崂山校区、鱼山校区和浮山校区 3 个校区，占地 2400 余亩。

设有 18 个学院和 1 个基础教学中心。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5000 余人，其

中本科生 150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83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1800 余人。教

职工 340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83 人，博士生导师 455 人、正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 530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646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5 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 8 人。著名作家王蒙担任学校顾问、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

院长，国家海洋局原局长王曙光受聘学校顾问、海洋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钱致榕受聘学校顾问、特聘讲席教授、行远书院院长，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 12 位知名作家受聘为学校“驻校作家”。 

学校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国

际视野和合作竞争意识、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造就国家海洋事业的领军人才和骨干

力量为特殊使命。学校遵循“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本科教育理念，实



 
 

行有限条件的自主选课制度和学业识别与毕业专业识别确认制度，努力培

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毕业生中已有 14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

院院士，3 人先后担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参加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 75

位科学家中一半以上是学校毕业生。 

学校拥有教学和科学考察船舶 3 艘，包括 3500 吨级的“东方红 2”

号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300 吨级的“天使 1”号科考交通补给船、

2600 吨级的“海大”号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与企业合作共建共管），

另有一艘在建的 5000 吨级新型深远海综合科考实习船“东方红 3”号，

形成了自近岸、近海至深远海并辐射到极地的海上综合流动实验室系统，

具备了一流的海上现场观测能力。学校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的主要依托单位，主持其中“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

品”2 个功能实验室的工作，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其他 6 个功能实验室的建

设。 

学校地球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技术、化学、材料科学、农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学与生态学、药理学与毒理学 9 个学科（领域）

名列美国 ESI 全球科研机构排名前 1%。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二

等奖 2 项，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9 项；“十二五”以来，

主持国家级各类项目 110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34 项、人文社科奖励

51 项，被 SCI、EI、ISTP 等三大收录系统收录论文 17000 余篇，申请发

明专利 1704 项，授权发明专利 918 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 26 项。 

学校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知名、特色显著的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到 2030 年，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海洋大学；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特色显著的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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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日程安排 
 

祝贺各参赛团队在激烈的海选赛中挺进本次大赛的决赛环

节！ 

决赛时间为 2018 年 7月 28日至 7月 30 日，在中国海洋大

学（崂山校区）举行。为使本次大赛公平、高效、顺利开展，希

望各参赛团队认真阅读以下日程安排，并按照各项工作要求配合

完成比赛。 

一、 决赛日程安排 

日期 工作安排 
日程安排 

地点 参加人员 
时间 内容 

7月 27日 报到 

13:00—21:00 
参会团队报到、发放资

料、办理入住 

恒星大酒店 

国培中心 
全体 

15:00—21:00 

参赛队伍到路演现场

测试设备、确认项目 

资料 

中国海洋大学

教学楼 6 区 
参赛学生 

19:30—20:00 预备会议 

恒星大酒店 

会议室 

（百合厅） 

领队 

7月 28日 
110 进 30

金银奖决赛

8:30—12:00 分组路演 
中国海洋大学

教学楼 6 区 

评委 

参赛学生 
14:30—17:00 分组路演 

7月 29日 排位赛 

8:30—12:00 排位赛（15 支队伍）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技大楼

国际报告厅

评委 

金奖团队 
14:30—18:00 排位赛（15 支队伍）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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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安排 
日程安排 

地点 参加人员 
时间 内容 

7月 30日 

冠亚季军

决赛

暨颁奖典礼

创新创业

训练营

9:00—10:00 冠亚季军决赛 

10:00-11:00 颁奖典礼 

14:30-17:30 创新创业训练营 

中国海洋大学

教学楼 6414、

6416、6418 

金奖团队 

7月 31日 
创新创业 

训练营 

8:30—11:30 创新创业训练营 中国海洋大学

教学楼 6414、

6416、6418 

金奖团队 

14:30—16:30 创新创业训练营 

8 月 1 日 返程离会 全天 退宿，离会 
各宾馆 

崂山校区 
全体 

二、110 进 30 金银奖决赛安排

时间:7月 28 日全天

地点:海大崂山校区教学楼第 6区三、四层

 

组  别 时  间 路演地点 等候地点 观摩地点 

创意一组 08:30-17:00 6411 6405 6311 

创意二组 08:30-17:00 6412 6406 6312 

  实践组     08:30-17:00 6413 6407 6313

“红旅”组 08:30-17:00 6414 6408 6314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技大楼

国际报告厅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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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奖决赛形式:播放 1 分钟视频，参赛团队现场展示 5分

钟（使用 PPT 演示，可一人或多人展示），评委问询、路演 5

分钟。金银奖决赛结果查询时间为 7月 28日 20:00 后。 

参赛学校须于 7月 27日 22:00 前完成网上抽签和路演时间

查询工作。 

参赛流程如下图所示: 

 

三、排位赛安排

时间:7月 29 日

地点:海大崂山校区海洋科技大楼三楼国际报告厅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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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位赛形式:播放 1 分钟视频，参赛团队现场展示 5分钟（使

用 PPT演示，可一人或多人展示），评委问询、路演 5分钟。

参赛学校须于 7月 28 日 22:00 前完成排位赛网上抽签路演

时间查询工作。

四、冠亚季军决赛安排

时间:7月 30日 9:00—10:00

    地点:海大崂山校区海洋科技大楼三楼国际报告厅

冠亚季军争夺赛流程:播放 1分钟视频，参赛团队现场展示

5分钟（使用 PPT演示，可一人或多人展示），评委点评不超过 2

分钟。专家打分汇总后，按得分高低确定冠亚季军。

 

五、颁奖典礼安排

时间:7月 30日 10:00—11:00

地点:海大崂山校区海洋科技大楼三楼国际报告厅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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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注意事项及相关说明 
 

1、各参赛团队根据分组要求需提前 15 分钟到达相应侯赛

地点签到，如未按时到场参赛的，视为放弃比赛，不再提供补赛

机会。

2、各参赛队在候场期间，需佩戴参赛证并向现场工作人员

出示学校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在校生需同时出示学生证）等原

件和复印件进行身份确认，介绍信需现场提交到工作人员处留存。

3、参赛人员必须为项目团队成员，一般 3—5 人，项目负

责人必须参加路演。组委会将审核项目负责人信息，如项目负责

人不能参加路演，无论最终路演成绩如何，组委会将依据该项目

入围的决赛项目等级，直接确定为最低等级奖项。

4、参赛队伍在路演结束完成之后，在志愿者引领可到观摩

区休息或直接离场，不得返回候赛区域。

5、各参赛队伍在 7 月 26 日 12:00 之前，发送参赛材料（项

目计划书、PPT 演示文档和展示视频）的最后版本。请将文件夹

命名为“项目名称+项目组别+学校名称”，压缩后发送至

hlwdsouc@163.com。

6、根据大赛规则，项目负责人与项目名称不允许更换，组

委会将核对项目信息。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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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整个竞赛期间的相关通知、消息及成绩公布均会在竞赛

官网上发布，请各参赛团队及时关注竞赛网站，竞赛官方网

址:http://221.214.56.13:8383/。

8、省赛“最具人气奖”的评选将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产生，

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9 日 9:00-30 日 9:00，具体网址另行

通知。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http://221.214.56.13: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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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评审要点 
一、创意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

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人力、管

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相结合。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念、擅长

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架、人

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

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

种突破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完整地描

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的合理性。在机会

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

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

在调查研究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

术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强调

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验。 

带动就业 

前景 

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

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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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创组、成长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商业性 

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的营业收入、

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

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

产收益、净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及可扩展性

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性（包括人力资源、资

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 5 年的高速成长。在商业模式

方面，强调项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

模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

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

面需具有可行性。在融资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

划。 

团队情况 

主要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

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

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

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

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人力、管理

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相结合。 

带动就业 

情况 

考察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扩张的策略合理性，

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率、其他社会效益。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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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型创业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互补与协调性 

组织结构设置合理性 

股权结构设置合理性 

商业性 

生存性和盈利能力 

可行性和完整性 

可复制性 

创新性 

岗位创新 

技能创新 

技术创新 

产业协同创新 

模式创新 

带动就业 

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促进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带动就业人数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 10 - 
 

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评审规则（试行）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项目团队 

考察项目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奉献意愿

和价值观；教育背景与相关工作活动经验；团队或公

司组织架构与分工协作的合理性；团队权益结构或公

司股权的合理性。 

实效性 

考察项目对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的贡献度。项目

对农村组织和农民增收、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

果；或者对当地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与生态

建设等方面的促进效果。 

创新性 

考察项目的技术创新程度和对创新技术的引入与应用

（鼓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或者项目在生产、服务、

营销等商业模式要素上的创新程度；或者项目组织与

资源整合模式的创新程度。 

可持续性 

考察项目的持续生存能力和推广性。项目的存续时间、

自造血能力、市场份额等，业务成长的计划和可能性

（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持续

稳健增长）；或者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方面形成的

模式具有推广性。 

必要条件 项目必须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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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服务咨询及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竞赛期间，承办学校赛事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1、会务咨询 

赵常林老师:18562795398   

李晓庆老师:15153313985 

2、赛务咨询 

师振华老师:18669810306 

李成林老师:13792847757 

杨  帆老师:13051836533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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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期间参赛团队用餐安排 
 

竞赛期间，学校餐厅正常营业，参赛团队可进行用餐: 

用餐时间:11:00—13:00 

          17:00—19:00 

用餐地点:中国海洋大学北区第一、第二餐厅 

 

  

 

 比赛区 

就餐区 

 

 

 

海洋科
技大楼 

西门 

 

乘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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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酒店接驳车安排 
 

中国海洋大学为参赛团队免费提供大巴车往返酒店和海大。

安排如下: 

 

日期 行程 发车时间 乘车点 

7 月 28 日 

酒店-海大 7:5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2:45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酒店-海大 13:5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8:00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7 月 29 日 

酒店-海大 7:5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2:45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酒店-海大 13:5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8:00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7 月 30 日 

酒店-海大 8:2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9:00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7 月 31 日 

酒店-海大 7:50 各酒店大堂门前 

海大-酒店 18:00 
海源北路 

与海源中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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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演、候场及观摩教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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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优势产品

◆龙支付

龙支付是建设银行运用互联网思维，围绕提升客户体验，倾心打造的企业级支付品牌，融

合了建行钱包、建行二维码、绑定本行/他行银行卡（全卡付）、龙卡云闪付、龙支付取款（

随心取）、好友付款、AA收款、龙商户等八项功能，后续将整合和创新更多支付功能。

特  点：更开放的用户体验：无论是否建行客户，下载建行手机银行APP均可申请注册成为龙

支付用户，钱包功能可一户连多卡；

更多样的支付方式：增加了二维码收付款，支持客户持手机主扫、被扫等多种场景支

付，即支持个人用户之间转账付款，又支持小商铺二维码收款，还可支持大中型商户码

枪扫收款。

更丰富的支付场景：支持社交、公交、网购等日常支付场景；

更安全的支付环境：支持客户零钱包小额支付，也支持绑定银行卡后大额支付，建设银

行可为用户有效控制交易风险。

◆“快e贷”

“快e贷”是指建设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智慧柜员机向个人客户提供的，客户

可在相应电子渠道自助完成贷款申请、审批、签约、支用和还款等全流程环节办理的个人贷

款。

特   点:贷款额度：贷款金额最高为30万元（含）；

贷款期限及利率：贷款期限最长为一年，目前年利率为6%，将根据市场变化和贷款利

率政策适时地进行调整；

还款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支持提前还款，手机银行点击“还款”即可，或登陆

网银，点击“个人贷款”--“归还贷款”进行操作，不收提前还款违约金；

支付方式：支持支用到本人名下的建行借记卡、电商购物时线上受托支付、线下POS

终端刷卡受托支付；

全流程线上办理：“三秒三步”方便快捷，贷款申请后不支用不计息，按照贷款支用金

额按日计息，利息最省；贷款自主提现，可支用到本人名下的建行借记卡。

代发工资专享产品

◆定制化理财产品:是指建设银行接受客户的授权与委托，结合客户实际现金管理需求，按照

与客户的约定投资于银行间货币、债券市场，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允许交易的金融工具，并在获

取投资收益后，根据约定分配给投资人的理财产品。

特  点：收益率高：可高于同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及建行常规同期限理财产品收益率；

期限种类丰富：可满足客户不同流动性偏好需要；

不收手续费：产品不收取申购、赎回等手续费，降低客户购买成本；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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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高：理财资产独立于建设银行自有资产单独托管，有效平衡收益与风险。

◆资产增值类产品

◆聚财存款:建设银行可为教职员工及学生客户群体提供专属人民币个人智能存款产品——“

聚财存款”。1号产品起存金额为1万元、连续存满90天，即可享受“活期便利，定期收益”

，最高可至1年定期挂牌利率，是活期收益的5.8倍。更有2号、3号产品专为CTS第三方存管

及结算需求定制，起存条件更灵活、收益最高可至1年定期人行基准利率上浮30%，是活期收

益的6.5倍！

◆特色储蓄:特色储蓄是建设银行发行支持智能提前支取功能的定期存款，1年期产品起存金

额仅1000元，超5000元期满即可享受人行基准利率上浮20%优惠！2年期产品起存金额1万

元，期满执行人行基准利率上浮30%优惠、利率可达2.73%！提前支取均可按照实际存期天

数整存整取挂牌利率靠档计息，存取便利，保障收益。

◆大额存单:大额存单产品属于我行为客户提供的大额人民币固定收益类产品，存期为1个月到

3年期，利率为央行基准利率上浮40%，产品种类多、起存金额低、利率价格高、支持介质全

（借记卡、存单、定期一本通均可）、可提前支取，额度充足，真正实现“存款无风险、资金

有保障”，更能满足教职员工大额资金管理的需求。

◆“养颐天禄2号”理财产品:“养颐添禄”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2号是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的一款开放式养老保障管理产品。该产品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面向个人发行，

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资产管理产品。

特   点:收益直观：投资管理人可为产品提供优质丰富的资产，为产品本金和收益提供有力保障；

认购起点低：仅1000元人民币，小额闲置资金也可实现现金管理；

资金使用灵活：产品在每个交易日均开放申购，满足客户日常使用资金的需求；

安全性高：实行第三方独立托管，专户管理、账户隔离、独立核算，保障资金运用的安

全性。

◆速盈基金产品:建行速盈（建信现金添利基金）是一款针对个人客户推出的实现高流动性的

现金管理工具，该产品1元起购买，可实现赎回资金T+1到账，是能够为客户提供兼具流动

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投资理财服务，适合教职员工小额资金的投资理财。

◆融资类产品

◆现金分期:现金分期指持卡人向建设银行申请用其龙卡信用卡支取小额资金，并平均分成若

干期偿还，经核准后将资金划至持卡人在我行的收款账户，由持卡人在约定期限内按月还款，

并支付一定手续费的业务。

特    点:申请便捷：手机银行、微信、建行网站或是建行各网点柜面、ATM均可办理；

 手续简单：无担保、无抵押，无须提供申请材料；

 期数灵活：有3、6、12、18、24期等多种期数供客户选择；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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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放款：实时知晓申办结果,资金即刻到账。

◆龙卡JOY信用卡

龙卡JOY信用卡学生版（银联品牌金卡）是芯片、磁条复合信用卡，面向符合龙卡信用卡

发卡条件的年轻客户发行，不发行附属卡，享受有效期内免收年费的优惠政策。

特   点:免货币兑换手续费：免去持卡人所有外币交易的货币兑换手续费；

更优的还款方案：推出低至5%的最低还款额比例，最低还款额不少于200元人民币或

50美金（若累计未还交易本金小于200元人民币或50美金，则最低还款额等于累计未

还交易本金），有效缓解年轻客群还款压力；

龙卡安心用：每月3元即能享受即时交易短信服务，境内外盗刷交易均可享受最高5万元赔

付保障；

超值购物优惠：享“热购”特惠礼遇、海淘优惠、全球出行礼遇、贴心出行保障四大福

利。

◆公务卡产品:预算单位公务卡是建设银行面向预算单位发行的，由预算单位人员持有的龙卡

信用卡，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兼顾私人消费。公务卡享受卡片有

效期内免年费、免挂失手续费、免损坏换卡手续费、免溢缴款本地本行取现手续费的价格优惠

政策。

◆电子银行服务

◆爱校:可为家长及学生提供餐卡充值、餐卡余额查询及挂失、学费缴交、缴费记录查询等缴

费支付交易；可为学校提供学生及教师管理、账单定制及发布、缴费记录查询等非金融功能。

特   点:便捷灵活：可在建行、学校等微信公众号进行部署；

支付多样：支持账号支付和龙支付；

个性定制：为学校定制个性化功能；

应用广泛：适用于教育局及各教育机构，如幼儿园、中小学、高中、大中专院校、社会培训

机构等。

◆手机银行:是建设银行推出的业界领先的新一代电子银行服务。

特  点:方便快捷、功能丰富、安全可靠、申办快捷、吃喝玩乐一站式服务，可办理校园卡充值

以及话费充值、集合智能支付。

◆短信银行:是建设银行为客户私人定制的账户变动通知服务。

特  点:学生费用全免（办理学生惠），实时通知，为账户保驾护航。

◆微信银行:通过关注“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公众号，使用微信即可获取银行服务。

特   点:方便快捷：免签约，通过微信即可办理；

功能齐全：可办理查询账户余额及明细查询、日常缴费（手机缴费，校园卡充值，购买

车票、机票、影票等）、信用卡服务（查询、还款、账单、分期）等；

智能客服：微信智能交互，随时提供业务咨询服务。

“建行杯”第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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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山东分行”微信公众号:通过关注“建行山东分行”微信公众号，使用微信即可获取

山东分行优惠资讯及特色服务。

特  点:便捷查阅山东当地各项营销活动信息及服务指引，参与“感恩有你 粉丝有礼”微信抽奖

活动，可赢取周杰伦等明星演唱会门票。

◆网上银行:通过互联网享受建设银行综合个人银行服务。

特  点:全新智能界面，资产情况一目了然；自定义功能，打造专属网上银行；功能强大，高端

客户必备产品。

◆财富及私人银行级客户专属服务

◆“留学鑫”出国（境）留学服务:依据客户子女的海外留学需求，量身定制融合财富管理顾

问服务、综合金融产品服务、专享增值服务等，并涵盖全留学周期的出国留学综合解决方案。

◆家庭财富规划服务:综合考虑客户个人、家庭及其企业全方位的财务状况，为客户把脉资产

配置是否合理、理清理财需求及目标，为客户量身定制提供涵盖其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解决方

案，协助实现客户财富的保值、增值、分配和传承。

◆“幸福晚年”养老规划服务:同业独家推出的养老综合规划服务，综合客户需求及目标、财

富规划、资产配置、专享增值、顾问咨询等服务流程，协助客户未雨绸缪，早规划早设计，实

现客户“幸福晚年”美好愿景，充分客户保障优质养老生活。

◆高端定制理财产品:是指建设银行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依托建行产品部门及信托、证券、

基金、保险等产品合作伙伴为客户专属定制的理财产品。

特   点:期限灵活、符合客户个性需求、收益较高。

◆专享增值服务;:是指建设银行面向高净值客户提供覆盖客户日常生活、就医、出行、咨询等

多方面的个性化服务体系。

特   点:服务内容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服务资源优质，满足客户衣食住行医等多方面的尊贵、

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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