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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电 话 ：82335838、
82335909 或 13735524681（早
上8点至晚上8点）

活动时间：9月17日早上9点
到下午4点

活动地点：农行萧山分行8楼
（萧山区人民路156号）

咨询电话：83691828 82652794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本版所有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
准。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测算方法，详见产品说明书，或向各行理财经理咨询。特
别提醒：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29232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欲知更多理财产品信息 请扫“萧报投资理财俱乐部”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萧山支行:82371192、83686715、83815316、82651510、83686630、83686712、83537906
江南支行:82636889、83686713、83815932 之江支行:82753383、82720727、83893155
江东支行:83815327、82575099、83686725、83686722滨江支行:86622563、86628895、86625855、86623909
临江支行：82168383、83696256 临浦社区支行：82335971、82335973、82335975、82335976

推荐贵金属产品

近期热销银保产品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中信金

中信鸡年
生肖金条

中信积存金

代销
公司

中国
黄金

黄金做定投，投资新品种；
保值增值抗风险，还能兑换实物金

产品
材质

Au99
99

产品售价

基础金价+
12元/克

基础金价+
12元/克

备注

大额购买
有优惠

辞旧迎新，
全新上线

产品名称

华夏富贵竹
年金保险

产品
期限

15年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41%
起

起点
金额

1万
元

产品
特点

3年/5年缴，15年
返回，既可子女教
育，又可养老保障

产品名称

乐赢稳健轻松投35天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63天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91天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半年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一年A款

乐赢成长轻松投35天B款

乐赢成长轻松投63天B款

乐赢成长轻松投91天B款

乐赢成长轻松投半年B款

乐赢成长轻松投一年B款

乐赢保本周期91天

乐赢保本周期半年182天

乐赢稳健周期182天（专属）

乐赢利率结构1751期（保本）

产品
期限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357天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371天

91天

182天

182天

182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60%
4.65%
4.85%
4.85%
4.85%
4.70%
4.80%
4.95%
4.95%
4.95%
4.02%
4.01%
4.85%

4.25%-5.25%

起点
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截止日

每日申
赎，T+3
起息

每日申
赎，T+1
起息

9月11日

“大国工匠赏月图”为您而来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1525 82891526
杭州萧东支行 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190800
杭州滨江支行 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87666303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1525 82891526
杭州萧东支行 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921285
杭州滨江支行 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87666304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过往业绩不代表我行对
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ATM机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浙商银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增金财富池！

教育为本，理财同行：127天5.3%、5.25%.......

融资、投资、财富管理、企业金融等请联系中信证券

■通讯员 许国平 茹华平 记者 郑舒铭

近年来，萧山农商银行创新工作方
式，通过“三个精准”发力城乡居民个人
消费信贷市场，复制“整村授信”模式，
大力发展“团购贷”，实现个人贷款业务
新突破。至6月末，全行普惠签约客户
91956 户 144.94 亿元，新增 51249 户
47.81亿元，普惠签约率24.5%，比年初
增加13.97个百分点，增幅排名全省第
2位，极大地提升了城乡居民金融服务
可得性、覆盖率和渗透率。

找准市场。发力两个市场，萧山农
商银行的农村支行凭借10多年信用村
镇创建基础，结合省市区三级联动信用
村镇创建活动和“整村授信”全覆盖目
标任务，将普惠签约率等指标纳入信用
村镇创建和“整村授信”目标管理；萧山
农商银行的城区支行复制“整村授信”
模式，以行政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大
型国有、民营企业中骨干群体以及市
场、产业链、供应链、园区中驻点商户、
上下游农户和新业态业主等为营销对
象，大力发展“团购贷”。

找准客户。突出两个群体，依托信
用联络站、村民小组长和社团牵头人的
人缘地缘优势，萧山农商银行的农村支
行根据行政村（转制社区）提供的农户
名单，剔除前期已有贷款、已经签约及
有“黄赌毒”等不良行为的农户，增强普
惠签约针对性；萧山农商银行的城区支
行根据社团牵头人提供信息，掌握社团
机构性质、人员组成、收入状况和资金
需求等情况；借助社团交流平台，萧山
农商银行进行产品、服务宣传与推广，
在约定时间对意向客户进行现场调查、
上门签约。

找准产品。推广一个产品，萧山农
商银行以“整村授信+个人消费信贷”
为突破口，在城乡市场推广“一次授信、
循环使用、随用随贷”的个人小额综合
消费贷款；同时，结合网银、手机银行便
捷交易渠道和代收代付等惠民业务营
销，极大提高客户体验感，增强客户粘
合度和满意率。6月末，签订个人小额
综合消费贷款58471户77.2亿元，比年
初增加39823户32亿元。

萧山农商银行“三个精准”大力发展“团购贷”

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携手萧山区就业管理服务处助推
我区劳动者创新创业，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是由政府出资
设立的创业担保基金担保或以其他方式担保，政府予以贴息
的贷款。相较往年政策，今年具有范围更广、门槛更低、额度
更高、流程简便等优点。

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且未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金手续、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劳动者，在市区创办企业、个体工
商户（含经认定的网络创业）、民办非企业等经营实体（娱乐
业、桑拿、按摩、网吧等国家限制行业除外）且登记注册5年
以内的可申请。重点为在校大学生、毕业5年（含）以内高校
毕业生、市区户籍的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包括残疾
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贷款额度一般最高为30万元，其中
科技成果转化、研发或文化创意类项目，最高额度为50万

元，可申请并享受50%-100%的贷款政府贴息。担保条件
抵押、质押、联保或自然人保证、信用均可，方便灵活。

贷款申请程序：贷款申请人向邮储银行提出贷款咨询→
至萧山区就业管理服务处提出资格认定→萧山区就业管理
服务处审核认定后出具《认定表》→贷款申请人凭《认定表》
向邮储银行申请贷款，最后由该行进行贷款审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咨询联系方式：
本级：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电话：82660776
（东片）党山支行：党山为民路189号；电话：82522668
（南片）临浦支行：临浦镇人民路 9-22 号；电话：

83899509
萧山区就业管理服务处：沈家里路 199 号；电话：

82723130

最高可贷50万，享50%-100%的贷款政府贴息
在校大学生、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等创业人员可申请邮储银行创业担保贷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萧山农行推出《大国工匠赏月
图》。此产品由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授权，由上海渊泉集币
收藏品有限公司出品，中国农业银行代理销售。

一、产品规格：赏月图分为金、银两版。分别为
Au999，1.2克和Ag999，9克。

二、产品形象：整体设计为八角形，寓意八方来财；采
用镂空工艺，做出十字海棠型中国传统纹饰。礼盒选用复
古暗红为主色调，配以金色烫金字，大方得体。

三、匠心工艺：赏月图从构思、创意，到设计、制作历时
3年之久，采用凹版微雕贵金属彩绘工艺精心打造。金片
薄至0.0035mm，多达30000根线条，最细至0.02mm。
这份独具匠心臻品礼物，您可以用来：

一、家人长辈，孝心祝福——为家人、长辈送上《大国
工匠赏月图》，吉祥如意添喜气。送给老人，寓意天增岁月
人增寿，满满的孝心与关怀。

二、商务客户，合作共赢——传统佳节来临之际，送给

重要的客户及合作伙伴，
加上企业的名字及祝福
语，彰显个性，让今年的
心意与众不同。

三、友人师长、节日
问候——这份独具匠心
的创作，体现了匠心、用
心、诚心，尤其适合别出
心裁的问候与纪念。

四、创新品类，文化珍藏——一幅馆藏于故宫的大作，
经过三位大师历时800多天精心雕琢创作，对字画等艺术
品感兴趣的收藏类客户，非常适合收藏品鉴。

萧山农行正在热销中

至6月末,普惠签约客户9万多户

贷款方式

农行家装分期付

普通商业贷款

三年总费率/利率

8.5%
16.17%

（基准利率上浮10%）

每年支出本金

10万元

10万元

每年支出
手续费/利息

8500元

16170元

三年
总利息和本金

325500元

348510元

■记者 张婷婷

房贷日益收紧的今天，银行房贷利率
从年初的基准利率9折、95折到如今动辄
较基准上浮10%、20%，相差的年化利率达
到1个点以上。于是，很多购房者都会多
掏点首付。但是钱都在房子里面了，装修
怎么办呢？别担心，农行萧山分行将给你
带来超低费率装修信用卡分期。一般年
费率在 3%-4%左右，而对于征信良好的
优质客户，最低年费率仅为2.84%。

超低年费率减轻还款压力

农行萧山分行与萧山日报将联袂举
行农行家装节，9月17日将盛大登场。活
动吸引了众多报名者，从城北开发区的新
小区到萧山南部的自建房，即将要住进新

房的“准业主们”报名踊跃。
“我买房子基本上都是父母垫首付。”

周女士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她的新家的
装修已经接近尾声。据了解，她的房子贷
款20年，共90万元，按基准利率算的话，
每个月需要还款将近6000元。现在装修
到了软装的部分，发现钱有点紧了，想要
通过贷款来缓解压力。

“我每个月工资才几千元。想在装修
上省点钱，听说农行举办家装节能优惠分
期，所以就报名了。”周女士表示，农行装
修分期付费率对她来说简直是“超划算”。

据了解，农行萧山分行将在秋季家装
节上推出的装修分期付在装修时间上放
宽了要求，意向申请者可以选择先分期后
装修或先装修后分期。所以就算业主已
经装修好了，只要3个月内，都可以申请

分期付。
“近期打算装修和已经装修完成的客

户，都可以申请。”农行萧山分行的信用卡
部有关人士说。“装修分期的资金用途涵
盖了硬装、软装、家具、家电等大额开支，
只要是装修涉及到的，这个分期基本都可
以用。”

曹先生最近家里正在装修，同时，他
在萧山所前镇经营一家小工厂，他表示，
这几年厂里效益一般，所以资金上比较紧
张。“我在萧山日报上看到，农行的装修分

期付款利率比商业贷款低多了，我就马上
动了心。”曹先生开心地说。

农行萧山分行为“萧山秋季家装节”
推出的装修分期付可以选择最少 12期
（一月为一期），最长60期的支付时间。
对于一般申请者，家装分期年化手续费仅
约3%-4%。符合农行信用方式申请的客
户，选择三年分期，最低年费率仅为
2.84%。

举个例子，假设客户向农行申请30
万元装修分期付，分36期（3年）还清，年

化手续费为 2.84%，三年总手续费为
8.5%。每年只需支出8500元的手续费和
10万元的本金。但是如果客户选择了抵
押贷款或普通商业贷款，以基准利率上浮
10%计算，那么年化利率为5.39%，三年
的 总 利 率 为 16.17% ，每 年 需 要 支 出
16170元的利息和10万元的本金（具体
见表格）。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27天型

永乐2号127天型

永乐2号127天型

永乐2号3、4月期
永乐2号6月期
永乐2号1年期
永乐2号1月期

永乐2号3、4月期
永乐2号6月期
永乐5号92天型

永乐1号127天型

永乐1号127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5天型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127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注：永乐2号产品当日起购次日起息均指工作日，如遇节假日，则起息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永乐5号产品仅限私人银行客户购买，永乐2号产品
仅限高资产净值客户购买，详询银行客户经理或95527；永乐2号127天型BC6022仅面向2014年9月20日及以前在我行有理财购买记录的老客
户；永乐2号127天型BC6021及永乐1号127天型AC600仅限新客户购买;永乐1号180天型AC1180仅面向2017年6月30日之前，曾达到我行
财富客户标准且2017年6月30日日终余额少于5万元的客户销售。教师节特別款永乐1号127天型AC6007销售起始时间为9月9日9:00，仅限
持教师证或相关教师资质证书客户购买，销售渠道为本行营业网点。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6007

BC6021

BC6022

BB1069/BC6017/BC6018/BC6019/BC6020
BC3185/BC3186/BC3187/BC3188/BC3189
BD1031/BD2175/BD2176/BD2177/BD2178
BA1095/BA1096/BA1097/BA1098/BA1099
BB1068/BC6013/BC6014/BC6015/BC6016
BC3180/BC3181/BC3182/BC3183/BC3184

DB3045

AC6006

AC6005
AD2220
AC1180
AC1181

AC1179

AA1121
AC1178
AC6004
AD2219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25%

5.30%

5.28%

5.29%
5.29%
5.33%
4.88%
5.04%
5.04%
5.30%

5.14%

5.18%
5.23%
5.18%
5.22%

5.19%

4.83%
4.99%
4.99%
5.03%

起点金额

教师节特别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高净值新客户专享,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高净值客户三年老友款,5万元起，上限600

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20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高净值客户专享,5万元起

私行感恩回馈,10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感恩回馈款,5万元起，上限5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感恩回馈款,20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归巢客户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浙+银行专享,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感恩回馈款,20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20万元起

认购期

9月9日-
13日

9月7日-
12日

当日购买，
次日起息

9月7日-
11日

9月7日-
12日

9月7日-
13日

9月11日-
13日

9月7日-
10日

风险
等级
低风
险

较低
风险

低
风险

低
风险

■钱向劲

本周A股大盘保持偏强走势，板块之
间再现轮动行情，大盘进入一个相对较好的
操作时间段。不过周四大盘受盘面热点板
块较少等因素影响，整体呈现冲高回落走
势，尾盘出现快速下跌。与此同时，创业板
周四早盘冲高至1917点刷新反弹新高记录
后，震荡回落，临近收盘翻绿，结束六连阳走
势。值得注意的是，周四创业板成交量再次
放大至1293亿元，达到今年创业板成交量
最高。从技术上看，沪综指缩量创反弹新高
后，短期动能有所衰减，指数多次上行到
3400点附近回落，预示3400点附近仍有阻
力，日线图显示KDJ指标已经处于超买区，
也有调整的要求。就创业板来说，最新中报
显示的创业板业绩实际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创业板内生增速强劲。随着更多公司中报
的披露，对新经济板块泡沫的担忧也有所化
解，前期滞后的科技、医药板块回升。综合
估值、业绩和市场情绪三个方面观察，创业
板阶段走强的条件已经具备。

受益于当前稳步提升的风险偏好环境，

成交也有明显回暖。更多类型的投资者开
始逐渐增加持仓参与当前行情，这从融资余
额近期持续向上的走势也可得到一定印
证。沪综指短期或因为资金在板块间的腾
挪而出现一定波动，但中期日线级别上涨仍
无明显结束迹象，投资者对行情的延续性仍
无须担忧。

总体而言，在流动性无大忧、企业业绩
改善的当下，A股市场有望维持震荡偏强的
格局。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持股待涨为
主，切勿追涨杀跌。重点关注有业绩支撑、
累计涨幅偏小、存在补涨需求的标的。具体
操作上，接下来的投资仍应坚持投资主线不
变，消费继续关注食品、饮料、酒业、家电、旅
游、汽车、家居、酒店等相关龙头；而周期和
金融业则要由前期板块的整体机会聚焦到
板块内利润再分配效应受益的行业龙头。

萧山上市公司中报追踪：恒逸石化
(000703)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84.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90%，其
中贸易收入148.82亿元，剔除贸易收入后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34.62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7.11%，毛利率5.32%。

上半年公司PTA产销量分别为237.51

万吨和238.40万吨，同比各增长11%；聚酯
纤维产品产销量分别为85.15万吨、84.71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2%、4%；己内酰胺依然
保持满负荷生产，分别为13万吨和12.9万
吨，分别同比增长13%、10%。上半年PTA
业务实现收入189亿元，同比增长121%，占
总营收的66%。

公司持有恒逸实业（文莱）公司70%的
股权，该公司建成后将拥有800万吨/年炼
化装置，主要产品的年产能为PX150万吨、
苯50万吨及汽柴煤油品500多万吨。随着
资金的落实，文莱项目投资建设进展加快。
截至2017年6月底，文莱项目已累计发生
建设期投资额46,081万美元。项目预计
2018年底完工，2019年初投产。

大盘有望维持偏强格局

农行推出低费率信用卡家装分期
萧山秋季家装节吸引众多客户报名，即将于近期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