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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医保代扣 到工行萧山分行
据杭州市医保新政，2018年10月15

日至12月31日，将办理2019年度杭州市
区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缴费手续。这
也是少儿医保时间首次调整，千万别忘
了，否则会影响接下来一年的医保使用。

还在担心要去社保排队或者错过缴费
期间吗？没关系，那就来工行办理代扣吧。

1.办理时间：2018年10月15日起至
2018年12月31日

2.缴费标准：① 少年儿童的医保费为
每人每年650元，其中个人缴纳250元，其
余部分由政府补贴。② 其他城乡居民医
保分为两档，参保人员可根据本人情况选
择参保：一档：医保费为每人每年1800
元，其中个人缴纳600元，其余部分由政
府补贴；二档：医保费为每人每年1200
元，其中个人缴纳400元，其余部分由政
府补贴。③ 持有效期内杭州市《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
《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证》、二级及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证件或证
明的人员及重点优抚对象，其个人应缴纳
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最低生活保障边缘
家庭证》持有者，其个人应缴纳的部分由
政府补贴一半。

3.携带资料

需要办理医保代扣的客户，请携带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扣缴账户至工行网点
办理，办理少儿医保代扣还需携带小孩身份
证或户口本。扣缴账户可以是我行借记卡。

4.工行委托扣缴注意事项
① 办理银行委托扣缴时，需提供手机

号码，以便银行短信通知扣款情况，手机号
码变更的，应及时至银行营业网点重新登
记。② 办理银行委托扣缴后，参保人员应
及时将足额资金存入委托扣缴账户中，并
保留一定余额，以确保扣款成功。在未撤
销委托扣缴业务前，城乡居民医保费均在
指定的扣缴账户中扣款。③ 请参保人员
尽量避免在截止日期临近时前往办理银行
委托扣缴手续，以免因业务集中带来不便。

5.工行办理网点（见下图）
6.注意事项
① 少儿医保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的

结算年度均为1月1日至12月31日。②
符合参保条件，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2019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缴费手
续的，视为中断参保。中断参保后，经本
人申请，可补办当年度参（续）保缴费手
续，并在缴费满6个月后方可享受当年度
剩余月份的医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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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网捷贷助力“双11”
农行网捷贷线上自动审批、信

用方式、随时还款、按日计息。

客户群体：18—60周岁之间，信

用记录良好的，是农行贵宾客户、优

质单位代发工资客户，还款2年以上

房贷客户、连续缴纳公积金2年以上

客户均可在农行掌银申请。

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

优惠时间：11月5日9点—11月

16日17点

优惠利率：月利率低至4.64‰，

每万元日利息仅需1.55元，活动期

间申请，优惠一年有效。

贷款资金不得用于购房或其他

投资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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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来了 A股迎变局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
基础制度。随后，证监会等部门也积极表
态。受相关消息的刺激，A股市场创投类
个股出现井喷行情。

多部门齐表态

上交所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消息引起了市场的热议，证监会等多部
门也积极表态。

据证监会介绍，2015年12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有授
权，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有充分的法律依
据。几年来，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资本市场
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注册制试点创造了
相应条件。同时，注册制的试点有严格的
标准和程序，在受理、审核、注册、发行、交
易等各个环节都会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的
真实全面，更加注重上市公司质量。证监
会称，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是完善资本市

场基础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要安排。

上交所也表示，将在证监会的统一部
署下，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
订工作方案、各项规则以及配套制度，完
成相关技术系统开发工作，积极稳妥推进
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在上交所顺利落地。

随后财政部也快速作出安排，自2019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国家
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
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
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科创板的设立是优
化上交所市场结构的新举措。

基岩资本副总裁岑赛铟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创板的设立十
分必要，实际上为对标深交所的创业板，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的这个想法已经筹备

了几年”。据了解，目前深交所设立创业
板，是为一些暂时无法在主板上市的创业
型企业、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产业企业等需
要进行融资和发展的企业提供融资途径
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创业板的设
置是对主板市场的重要补充。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为
了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岑
赛铟表示，借助上交所设立科创板的契
机，实际上强调了科技创新是未来社会经
济发展的主基调，这将给中国资本市场的
生态带来巨大改变。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亦
表示，科创板是对当下资本市场的补充。
相比功能类似的新三板，科创板服务重点
是尚未进入成熟期但具有成长潜力的创
新型中小企业。这部分企业在资本市场
不容易融资获得资金，设立科创板完善了
现有资本市场制度。另外，科创板上市公
司和投资者的门槛比较灵活，这可以增加
科创板以及整个资本市场的活力。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称，这几年高新技
术企业、科创型企业数量众多，融资等需
求量加大，但从整体挂牌率与上市率分
析，占比却非常低。上交所设立科创板有
利于均衡与深交所之间的资源分配状态。

会否“分流”引关注

科创板的设立是否会“分流”中小板、
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也引起了市场的热
议。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我国多层次市场
建设或将实现各交易所的“错位发展”。

力鼎资本创始合伙人高凤勇认为，科
创板跟新三板有竞争，也有差异和交融之
处，但是并不构成百分之百的竞争或者对
抗关系，应该还有大量的互补空间。中国
大量的企业很不错，但是受制于行业属
性、历史沿革属性、规范度属性或者规范
成本等，既不能在主板中小创上市，也不
能在科创板上市，而新三板成为选择的归
宿。科创板倒是可能与香港市场和纳斯
达克形成更为直接的竞争，科创板的推出
对于争夺海外上市的优质企业意义更大。

在潘向东看来，科创板作为我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三板一
样同属于场外OTC市场，科创板与主板、
创业板、新三板同属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中的一部分，随着科创板成立和注
册制落地，科创板可以成为我国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业、新技术等新经济和战
略新兴产业的重要场所，率先试点注册
制，为未来我国主板市场与国际接轨提供
经验借鉴，与场内市场主板和创业板形成
重要补充。同时科创板投资门槛比新三
板低，与多层次资本市场间可以形成对接
机制，一旦企业成熟，企业从场外OTC市
场转板场内市场，条件较为成熟，转板更
为便捷，正好弥补了新三板转板难题和我
国目前新经济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目前还不清楚科创板的注册制是否
会在发行制度、承销方式上借鉴香港基石
投资的模式，如果采用美股、港股的模式，
那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态链建设大有益
处，另外，科创板的投资者门槛的设定也
很重要，合理的投资者门槛是保证市场活
跃度的重要条件，这具体还要看后续细
则。”岑赛铟如是说。 据《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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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伊华

为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切实履行
金融服务职责，近日，恒丰银行萧山支行
深入建筑工地，零距离为建筑工人提供
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办理开卡

的同时，积极宣传电子银行、手机银
行、理财产品等业务，并就反假货币、
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进行了普
及。同时，现场解答金融咨询，以良
好的服务态度和专业知识赢得大家
一致好评。

本次进企业活动，共开立借记卡

152 张，现场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100余户，分发金融知识宣传单和金融
产品手册300余份，受众人数达200余
人，效果显著。今后，恒丰银行萧山支行
将进一步夯实零售客户基础，为老百姓
创造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切实提升银行
知名度和美誉度。

■王晓岚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 10月 30
日公布了2019年熊猫币发行公告。本
次2019年整套熊猫金银币一套12枚，
10月30日起发行金银币普制币6枚，规
格有1克、3克、8克、15克、30克金币和
30克银币。12月10日起发行精制金银
纪念币6枚，规格有50克、100克、15
克、1公斤精制金币和150克、1公斤精
制银币。精制币与普制币的区别不大，
仅仅是币面的精美度和装帧不一样，由
于精制币在市场上流通很少，同时国家
的制作工艺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造币水
平，所以精制币价格比普制币价格要
高。精制币也在本周接受预订。11月8
日开始发售2019版熊猫银币30克，全
省首批额度2万枚，其中盒装额度仅为
200盒，数量有限。

2019年版5枚熊猫金币套装总克
重57克，正面是母子熊猫图，画面温馨，
感受到母亲对孩子小心呵护。设计师童
方，上海大学美院硕士研究生，多个题材
纪念币产品的设计者，设计新颖，市场受
众程度较高。另外同时发行一款2019
版熊猫金币十全十美，是由单枚3克普
制金币，配单个精装木盒组成，赠铜镀金
光圈和吊坠，做成配饰可戴，非常精美。
单个客户20枚起售。

今年的普制熊猫金币套装在保留原
有产品形态的基础上，对产品的包装进

行了升级，增强了专属、稀缺的属性，特
别推出了中金国衡认证封装升级版。中
金国衡是中国金币总公司所属、专门从
事钱币鉴定评级的专业化公司。这次的

“首发认证”币除了“认证封装币”的特点
外，还具有首发、限量、限时等特点。这
次首发认证封装版只在发行后10日内
进行预约，逾期不可进行首发认证，全国
争抢额度，中国银行是接受预约的银行
渠道。目前已认证版首发结束，普通版
接受预订。

熊猫金银币具有三大优势：第一，熊
猫金银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唯一
一类投资性金银币，相对于我国发行的
其他贵金属纪念币，其市场定位非常明
确，就是为了广大投资者进行投资。其

次，熊猫金银币具有低升水的特点。熊
猫金银币的加工费和利润部分较低，与
其他贵金属投资产品相比，具有更高的
投资价值。第三，熊猫金银币是国家法
定货币，币面上标注国号、年号和人民币
面值，与市场上其他贵金属投资、收藏产
品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中国金币总公司于2013年9月17
日在深圳、北京、上海三家零售中心开展
熊猫普制金币回购试点业务。这也标志
着熊猫金银币流动变现的瓶颈得以解
决。目前回购的产品范围为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的2013版及以后年版的熊猫普
制金币，且只针对个人客户。回购价格
与国际金价直接关联，并以实时的金价
作为结算依据。

中国银行萧山分行按国际金价升水
接受预订，为回馈老客户，预订一套熊猫
币 ，赠 话 费 30 元 。 欢 迎 咨 询
82891979

2019版熊猫金银币发行 中行接受预订

恒丰银行萧山支行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服务网点清单
网点名称

萧山分行营业部
杭州南苑支行

杭州育才路支行
杭州洄澜支行
杭州东门支行
杭州通惠支行

杭州工人路支行
杭州金浦支行
杭州金汇支行

杭州金城路支行
杭州江南支行
杭州闻堰支行
杭州临浦支行

杭州新农都支行
杭州江东支行
杭州萧东支行
杭州南阳支行
杭州临江支行

网点地址
城厢街道城河街54号

城厢街道市心南路327号
城厢街道育才路352—360号

城厢街道回澜南苑10—11楼南侧
城厢街道萧然东路318号

城厢街道通惠中路21、23、25号
北干街道工人路891号
北干街道工人路1165号
北干街道金城路333号
北干街道金城路928号

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100号
闻堰相墅花园18号东南裙房

临浦镇东藩中路1号
新街兴园路858号

义蓬街道义府大街585—601号
瓜沥镇东灵北路1号

南阳街道南虹路482—496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红十五线7777号

网点电话
82378005
83815306
82804110
82733984
82722784
82751140
83691779
83692280
83691987
83899761
83696905
83686525
82474698
83686750
82161479
82551497
83815653
82878103

备注

周六不营业

周六、日不营业

周六、日不营业
周日不营业

周六、日不营业

周六、日不营业

邮储银行最新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日日升

鑫鑫向荣B款

月月升

鑫鑫向荣B款

期限

无固定期限，申赎灵活，实时到账

≥365天

≥35天

≥1095天

起投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

3.25%

4.10%

3.80%

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