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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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1年型预期年化收益率5.34%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3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3月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永乐5号6月型

永乐5号1年型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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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详情
请点击理财子单元代码查看产品说明书。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380

AB3354
AB3355
AC3378
AC3379
AD2378
AD2379

BC3482

BB3244
BB3245
BC3480
BC3481
BD2349
BD2350
DC3105
DC3106
DD2125
DD2126

预期年化收益率

5.25%

5.16%

5.20%

5.29%

5.27%

5.20%

5.22%

5.31%

5.30%

5.34%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高净值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私行感恩九点款
10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8月9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8月9日-8月12日
8月13日-8月15日

风险
等级

低风
险

较低
风险

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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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欲知更多理财产品信息 请扫“萧报投资理财俱乐部”

产品名称

安邦盈泰5号
年金保险
（万能型）
和谐康裕一
号护理保险
（万能型）

和谐一号
护理保险

（万能型）B款

泰康赢家人
生终身寿险

（投资连接型）

产品
期限

满5年
无退保
费用

满5年
无退保
费用

满5年
无退保
费用

建议持
有3年
及以上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满5年预期
年化

5.28%
满5年预期

年化
5.23%

满5年预期
年化

5.15%、满
6年预期年
化5.28%

——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3万元

产品特点

满5年无退
保费用

日日复利，
月月结息

最低保证
利率2.5%

历史投资
业绩稳健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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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赢稳健天天煲

乐赢成长周期91天A款

乐赢稳健周期182天（新客）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821期（保本）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822期（保本）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823期（保本）

乐赢利率挂钩外币结构性
存款1805期（美元保本）

乐赢稳健1832期（汇户）

产品期限
91天

182天

357天

/

91天

182天

91天

179天

364天

365天

36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4.80%
4.85%
4.88%
3.95%
4.90%
5.15%

4.4%-5.4%

4.3%-5.3%

4.25%-5.25%

2.9%-3%

3.40%

起点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2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8000美元

8000美元

截止日

每日申赎，
T+3起息

每日申赎

每日申赎，
T+1起息

8月12日

8月12日

8月12日

8月13日

8月14日

产品名称

中信金

中信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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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自助注册操作流程

第一步:扫右方二维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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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钱坐公交

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1. 使用“62”开头的邮储银行卡（包括借记卡、信

用卡、浙江省居住证）的Apple pay、Huawei Pay、Mi Pay、银联可穿戴设备支付

的用户。 2. 优惠日期：每周一，每月11日；除每周一，每月11日外的活动日，手机

Pay立减0.6元/笔。 3. 4元及以下票价，手机Pay一分钱；4元以上票价，手机Pay

立减4元。4. 单设备单日2次优惠机会。5. 参加路线：杭州公交集团下辖（含主城

区、下沙、大江东、萧山、余杭、富阳）所有线路。588、592、598（A/B/C）、599除外。

★绑定快捷支付送10元话费

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1.2018年7月1日—10月31日期间，通过微

信、支付宝首次绑定邮储银行借记卡的客户，有机会获得10元话费。2.本次活动

仅适用于通过微信、支付宝首次绑定邮储银行借记卡客户，解约再签约则不计入

奖励范围。3.支付宝及微信渠道绑定统一计算，若客户已经在其中任一渠道有绑

定记录，则视为已绑定，不属于本活动奖励范围。4.同一证件号客户名下有多个账

户时：若任一借记卡账户已绑定过微信或支付宝，则无法获得本次借记卡奖励。5.

活动期间，同一证件号客户最多可享受借记卡次奖励。6.奖励话费将直接充值到

客户签约手机号码，充值最终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7.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邮储银

行杭州市分行保留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吃美食华莱士满20元减10元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每日上午8:00起使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或云

闪付APP绑定邮储银行借记卡在华莱士活动门店通过二维码被扫支付，即可享受

“华莱士全品类产品满20元立减10元”优惠。活动期间每天优惠名额有限，先到

先得。

★看电影蜘蛛电影App购票满62元减30元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每日上午10:00起在蜘蛛电影手机客户端购买

电影票，通过云闪付App或手机闪付（含Apple Pay、Mi Pay和Huawei Pay）绑

定邮储银行借记卡支付，可享每笔订单金额满62元立减30元优惠。活动期间每

天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用“62”邮储银行卡 享一分钱坐公交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首张文化教育主题信用
卡——尊师系列信用卡。该产品旨在弘扬尊师重道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社会大众传递“致敬教师、感恩
教师”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并以优质的信用卡产品及
服务为载体，为广大教职工、家长、校友等社会大众提
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此次农行发行的尊师系列信用卡，分别采用出自
《论语》和《资治通鉴》的话语——“三人行必有我师”和
“桃李满天下”作为卡面。

尊师系列信用卡包含两款产品，一款是专为广大
教职工群体定制的教师白金卡，另一款是面向家长、校
友等大众的尊师信用卡。教师白金卡提供长期免年
费、旅游出行协助、1元机场停车等白金礼遇；尊师信用
卡提供子女消费管理、度假出行礼遇等优惠。家长可
通过免费为子女办理附属卡，设定每个账单周期消费

限额，为子女提供额度可控的“零花钱”，培养子女良好
的消费习惯。

与此同时，尊师系列信用卡同步发行Visa品牌产
品，提供长期免年费、
全球商户贵宾礼遇等
服务，为广大教职工、
家长等客户群体提供
更多与出境旅游、子
女学习相关的境外服
务。

欢迎前往萧山农
行各网点申请办理。

农行尊师系列信用卡精彩上市

■通讯员王节

“太好了，以前我们企业办理贷款要跑两次
以上，现在到中信银行只需一次就可以了，又快
又方便！”近日，衢州市金海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舒先生来到中信银行衢州分行办理贷款业
务，提交、签署了相关资料后，银行工作人员立
即核对相关信息，告知申请批下来后，可直接发
放贷款，无需再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抵押登记。

这正是中信银行衢州分行联合衢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推出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代办业务，
即“一证通办——中信银行贷款直通车”项目，
成为衢州首家推出该项业务的银行。

“一证通办——中信银行贷款直通车”项目
是指将不动产抵押、登记、受理、收件工作，从不
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延伸到中信银行网点，对符
合办理抵押贷款条件的，一次性收取、办理抵押
登记所需的资料，完成面签。在申请资料齐全、
符合登记的情况下，银行工作人员将材料扫描
后推送给不动产登记中心。由中心工作人员完
成受理、审核、登簿后，再通过网络将登记信息
共享回银行，在银行即可实时查询登记结果。
权利人可通过放置在银行的自助打证机自主领
取不动产登记证明，真正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

“零跑腿”。
中信银行衢州分行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

力，克服种种困难，仅6个月时间即实现了该系
统的正式上线投产。该项目推出后，有效解决了
办事群众和企业“多头跑、多次跑”的痛点，可实
现10分钟内完成全部抵押手续。同时，有效缩
短企业贷款和转贷时间，减少企业的财务成本。

中信银行衢州分行相关人员表示，“以前我
们工作人员贷前、贷后都要到窗口，现场查询抵
押状况，现在可以在银行实时查询信息，及时了
解抵押品状态变化，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便于
我们风控部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接下来，中信银行衢州分行将继续助力“打
造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利用大数据不断扩
大延伸服务金融范围，发挥数据共享机制优势，
进一步提质增效、便民利企，不断推进落实浙江
银监局关于2018年浙江银行业转型升级工作
要求，努力打造当地“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记者郑舒铭

50多岁的郑女士日前体验了一把
“刷脸取款”，觉得“现在技术真当厉害，
办理业务越来越方便！”，她还翻出了早
期的存折和银行卡，并回忆：“以前是一
卡一存折，对自助机很陌生，不敢用它
就去柜台办业务，后来就慢慢习惯自助
办理，因为速度更快。”

从柜台办理业务到自助机具普及，
人们的金融交易变得越来越便捷，在这
一过程中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提升。

据《萧山金融志》记载，1994年11
月农业银行萧山支行在萧山率先使用
自动柜员机，24小时开通服务，当年，该
行使用的自动柜员机有5台，分布在该
行营业部、国际业务部、绣衣坊、西门、
高桥储蓄所。如今，据中国人民银行萧
山支行统计数据显示，萧山银行的自动
柜员机数量已达1258台，它们遍布在
我区的大街小巷、城区乡村，为客户办
理金融业务提供方便。

支持功能越来越多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的老员工
汤洪曾负责第一批银行自动柜员机的
维护工作，“那时的机具就只有取款和
查询功能，现在则还有存款、转账、改密
等多种功能。”该行机具数量也从最初
的5台增加到200台。

当时的银行自动柜员机操作流程
其实与现在一致，客户插入银行卡、输
入密码，按照提示就可以取款、查询。
但因客户一开始对自助机具不熟悉，担
心“吞卡、卡钞”，宁愿排队到柜台办理
也不愿使用新机器，于是该行特意为每
台ATM都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负责
咨询介绍、指导操作。“这个工作大概持
续了1—2年，后来大家接受度就高了，
取现金额越来越大。”汤先生当时要负
责技术和现金维护，“那时一台机具大
概有10万元的现金留存，最初一天现
金维护1次，后来有些网点就需要一天
维护2次。现在一台机具则有20多万
元的现金。”

自动柜员机可提取的现金面值也
不断提升，“从10元、50元提升到50
元、100元，单人每天的取现额度也在
提升，我记得最初只有1000元的额度，

现在达到2万元。”汤先生介绍。
从留存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银

行自动柜员机为“穿墙式”安装，四周则
呈开放式，如今考虑到客户的安全性及

私密性，自动柜员机都配有“保笼”设计。

如今“刷脸”就能取款

站在ATM前，让摄像头照一照，
然后输入几个简单信息，钞票就可以从
取款机里吐出来。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一样的情节，现在已经成为现实。2017
年5月，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在我区
上线首台“刷脸取款”的ATM，截至目
前，该行已在 30 个网点配备此类型
ATM49台。

这一功能到底怎么使用呢？体验
过该服务的郑女士介绍，“农行ATM
屏幕首页就有刷脸取款的功能条，点击
之后，进入人脸识别影像画面，我对着
ATM的摄像头，露出整个脸部，拍摄成
功后按照提示输入信息，就能取钱。”

“客户拍摄时不能遮挡和频繁晃
动，系统自动抓拍客户头像后，页面会
提示持卡人输入在农行预留的手机号
码或者身份证号，系统将自动进行比
对。比对相符后，ATM将展示客户名
下卡号信息，客户选择取款的卡号，再
输入取款金额和密码，现金就会从机器
里吐出。如果系统比对不符，会提示未
能匹配到个人信息，交易取消。整个流
程无需插卡取卡，非常便捷。”该行大堂
经理说。

据了解，在功能权限开通上，农行
的刷脸取款功能无需专门开通，考虑到
人脸识别技术是应用于取款领域的一
次创新性尝试，为降低安全风险，农行
运用最新金融科技，采用安全系数较高
的红外双目摄像头活体检测技术，实时
采集近红外和可见光两种图像，通过分
析人脸皮肤的纹理及微小动作带来的
光流场的规律变化进行活体检测，可以
有效防止恶意用户采用照片、面具、假
人甚至是视频伪造真人、欺骗系统。除
了人脸识别外，客户取款时需验证手机
或身份证号码、交易密码，相对传统的
插卡取款安全措施更加丰富。

不仅仅是农行萧山分行在不断提
升自动柜员机的功能，我区不少银行的
ATM也支持扫码取款、手机Pay取款、
预约取款等多种先进功能。

萧山金融改革开放40周年征集的故事之八

我区ATM从五台增加到上千台
中信银行衢州分行开通
不动产抵押登记代办业务

图为1994年农行萧山支行布放的第一批自动取款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