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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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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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畅盈两
全保险（万
能型）A款
安邦畅盈两
全保险（万
能型）B款

产品
期限

2年

3年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55%-
4.78%

4.83%-
5.09%

起点
金额

1万
元

1万
元

产品
特点

费用低廉、高度透
明、部分领取、灵
活方便、日日复
利、月月结息、两
全保障、攻守兼

备、中信银行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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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期（保本）
乐赢利率结构1762期（保本）
乐赢稳健17145期（新客户）
乐赢稳健17146期（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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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天
181天
98天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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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

5.0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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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元
5万元
50万元

截止日

每日申赎，
T+3起息

每日申赎，
T+1起息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8日
10月18日

为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银行服务，提升电子银
行品牌形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现开展“亿路有
你·交易有礼”电子银行活动，手机银行注册成功
（线上注册成功后需至柜台开通转账功能）即享5
重大礼：

1.一元交十元话费；
2.OfO小黄车免费用三个月；
3.转账全免费；
4.无卡取现真方便；
5.贷款授信不求人。

线上自助注册操作流程：

第一步：扫下方二维码，输入手机号，验证码，
点击下载。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图标在浏览器中打开，下
载。

第三步：进入邮储银
行 APP，点击右上角“我
的”，选线上注册。

第四步：根据提示填
写信息（账号要填写邮储
银行账号，借记卡、信用卡
都可）。

邮储银行开展电子银行优惠活动

金融资讯 优惠信息微信办卡
一切尽在“萧山农行微银行”

近日，监管部门已启动针对个人消费
贷和经营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等
乱象的排查和打击。广东等地建立个人
消费贷款业务月度监测机制，要求各商业
银行自2017年10月起报送个人消费贷款
产品月度监测信息。

国庆长假之前，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
长肖远企曾表态，要严厉打击“首付贷”，
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防范房地产泡沫
风险。

记者了解到，目前个别银行已暂停个
人消费贷业务的批贷。另外，多家银行要
求个人消费贷、信用卡现金贷款等存量客
户补充资金消费凭证等，以进行再核查。

监管频开罚单
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指出，居民短期

贷款主要是消费信贷，在消费信贷表现强
劲之下，8月居民消费增速却呈现下降态
势，主要原因可能是部分居民消费贷款最
终被用来购房。

广东、上海、浙江、江西等地银监部门
人士表示，今年以来，部分地区和金融机
构个人消费贷款快速增长，其中个别金额
较大、期限较长的消费贷款显然与日常消
费属性不匹配，存在信贷资金被挪用进入
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对此，监管层要求全面排查各类风险
隐患，针对房地产泡沫风险等开展专项排

查，摸清底数，做到胸中有数。银监会9月
中下旬陆续公布的行政处罚中，由于个人
贷款资金挪用被处罚的银行不在少数。
如海南银监局对海口农村商业银行接连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案由）是“发放个人贷款后未采取有效方
式对贷款资金使用进行跟踪检查和监管
分析，对借款人违背合同约定的行为应发
现而未发现”。

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预计，个人消费
贷等业务的结构与增速，将是监管部门接
下来的核查重点。

个别银行暂停批贷
多位银行人士坦言，今年以来，在国

企、地方融资平台等对公贷款政策收紧的
背景下，各家商业银行都将信贷资源转向
了个人贷款、零售贷款等领域。尤其是针
对公务员、企事业单位高管等人群的对个
人消费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信用卡现金
贷款等成为各家银行比拼的焦点。

“之前基本上提交资料以后，一周内
贷款就会到账。现在不仅是消费利率上
浮，批贷时间也拉长了。目前我们给到的
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50%，30万以上只能
走受托支付。”一家全国股份制银行相关
负责人如是表示。

北京地区一城商行人士说：“目前消
费贷对外宣称还在做，但基本暂停批贷，

总行不给额度我们做不了。”该行此前个
人信用贷产品一度可以授信到100万，但
在监管部门相继下达严查消费贷款的要
求后，总行立即收紧了各地分行的消费贷
额度。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正在对
存量和增量的个人消费贷、信用贷等进行
再核查和调整：对已发放、未还清的贷款，
要求补交消费证明材料（发票、发货单、转
账凭证之类的），并进行贷后回访；对于再
核查后发现疑点和问题的存量贷款，银行
会立即进行收贷、罚息等。

银行业人士坦言，要完全识别贷款人
的真实意图或者完全掌控贷后资金流向，
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贷款客户直接从
自己的贷款账户中将资金转账、刷卡到某
个开发商的账户，否则作为银行来说，很
难识别。客户只要把资金取现了，这条资
金链基本就断了。更不用说现在有专门
帮贷款客户腾挪资金的中介公司，他们太
熟悉银行的流程，规避手法也很多。”

警惕居民高杠杆
国庆期间，记者采访江西、海南、陕西

等地银行业人士发现，尽管监管政策层层
加码，但银行的消费贷业务仍旧不算冷
清，反映了老百姓的旺盛需求。

多地银行业内人士坦言，“个人消费
贷、信用贷的额度一般就是30万至50万

元，这笔钱在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买
房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在许多二、三、四
线城市就可以付一套甚至几套房子的首
付。”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全
国多个地区都有消费贷款异常增加现象，
其中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四川、河北等
地区月度新增个人消费贷款5月以来明显
攀升。按照其估算的3700亿元新增异常
短期消费贷来看，九成新增异常贷款出现
在上述地区。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近日称，
这三年中国居民部门加了20万亿元的杠
杆，居民部门的总负债已达42万亿元，居
民负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超过90%。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二
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指出，需警惕
短期消费信贷或成变相房贷所产生的风
险。由于消费贷款与按揭贷款的性质有
所不同，其利率与风险也相应大于按揭贷

款，目前不少消费信贷是通过向用户提供
现金贷款的形式投放的，特别是互联网金
融平台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
款，放大了未来可能的违约概率，由此所
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引起监管当局的足够
重视。

中信证券分析师章立聪指出，9月以
来，北京、江苏、深圳、广州等地监管部门
先后发文要求严查消费贷，接下来消费贷
将是整治重点，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短期内
流入资金减少。更重要的是，长期来看，
居民部门杠杆继续增加的空间不大。我
国居民部门杠杆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已经
达到较高水平，居民继续加杠杆的难度较
大。

肖远企此前强调，银行发展消费贷业
务必须按规定规范运作，全面真实评估消
费者的偿还能力，不能为了业务而推高债
务杠杆率，更不能助长房地产领域的泡
沫。 据《中国证券报》

■通讯员于回

现在，许多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出门
不携带现金，走到哪里扫支付宝、微信
支付，畅享着科技带来的方便、快捷、安
全的新生活。在互联网思维浪潮席卷
之下，浦发银行顺应时代和客户需求变
化，推出了O2O收银宝业务。

据浦发银行总行互联网金融业务
中心的产品经理介绍，要办理浦发银行
的O2O收银宝业务，商户可在公众号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微信号：pfyhhzfh）
上自主申请，上传营业执照、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及结算账户。在审批通过后，
浦发银行会为客户生成专属的收款二

维码，该码已将支付宝和微信二码合
一。之后，消费者购买商户的产品，只
需要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二维
码，就能完成即时支付，商户也能实时
收到公众号推送收款成功通知。

在杭州经营便利店的张先生说：
“以前顾客来买东西，用现金付款找零
钱就要好久，有了浦发收银宝二维码以
后，顾客只要扫一扫，付款成功了我的
手机还有信息推送，做到实时收款，节
约了不少时间，也不用老是去换零钱。”

浦发收银宝业务上线以来，不仅为
中小商户解决了收款难题，也为医院、
学校、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个性化的智慧
支付解决方案。

农行十月信用卡优惠精选
刷卡享优惠——金马自助餐、蒸爱、海棠、

尊蓝钱江豪华自助、曼如法式餐厅、豆捞坊、新
华书店、万象城滑冰场、Do都城、杭州大剧院、
杭州剧院、大地影院等多家商户刷卡享优惠。

网购享优惠——驴妈妈、孩子王、途牛、票
时代等多家网站在线支付享优惠。

闪付/扫码享优惠——星巴克、全家便利
店、滴滴打车、爱茜茜里、易果、首汽约车等多
家优质商户使用农行云闪付/扫码付享优惠。

用卡免费得——使用特定卡种有机会免
费获得洗车、洗衣、养车大礼包、酒店抵用券、
喜马拉雅会员等多项福利。

6积分兑好礼——刷卡满要求即可6积分
抢兑扫地机器人、净水吧、蚕丝被、原汁机等多
种好礼。

分期有优惠——购iPhone8/8 Plus享12
期0息分期+5万积分、账单/现金分期手续费
优惠等超值分期
优惠等你来“分”
享。

更多优惠详
情请见“萧山农行
微银行”官方公众
微信号或农行官
网。

消费贷资金挪入楼市遭严打
月度监测机制建立 个别银行暂停批贷

浦发银行推出“收银宝”

客户扫码即可支付 商户实时获得信息

■通讯员茹华平

近日，萧山农商银行专门抽调员工
赴萧山区市民服务中心担任“最多跑一
次”陪跑员，为期一周左右陪同客户办
事，协助其解决相关问题。

萧山农商银行
设立“陪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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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送爽 丹桂飘香：92天5.41%、5.40%……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92天型

永乐1号141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92天型

永乐2号3月型

永乐2号5月、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永乐2号1月型

永乐2号3月型

永乐2号5月、6月型

永乐5号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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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天型BB3166仅面向2015年10月20日及以前在我行有理财购买记
录的老客户；永乐2号92天型BB3165及永乐1号92天型AB3280仅限新客户购买；永乐1号92天型AB3274仅面向于2017年10月1日-10
月8日参加“RedO伴你游世界，RedO陪你过中秋”的入围客户销售；永乐1号92天型AB3284仅限H5版浙+银行渠道购买；永乐1号92天
型AB3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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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子单元代码

AB3274
AB3284
AB3283
AB3280
AB3281
AB3282
AC4013
AC4014
AD2231
BB3165
BB3166

BB1076/BB3173/BB3174/
BB3175/BB3176

BC1055/BC4028/BC4029/
BC4030/BC4031

BD1034/BD2193/BD2194/
BD2195/BD2196

BA1113/BA1114/BA1115/
BA1116/BA1117

BB1075/BB3169/BB3170/
BB3171/BB3172

BC1054/BC4024/BC4025/
BC4026/BC4027

DB3051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30%
5.28%
5.27%
5.27%
5.25%
5.25%
5.21%
5.26%
5.24%

5.36%

5.40%

5.36%

5.34%

5.03%

5.15%

5.11%

5.41%

起点金额

国庆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H5版浙+银行款，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归巢客户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感恩回馈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感恩回馈款，5万元起，上限50万元

感恩回馈款，20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两年老友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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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期

10月12日-18日

10月12日-16日

10月12日-17日
10月12日-15日
10月16日-18日
10月12日-16日

10月12日-17日

10月12日-18日
10月12日-17日

当日购买，
次日起息

10月12日-16日

风险
等级

低风
险

较低
风险

较低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