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周刊XIAOSHAN DAILY

WEEKLY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总第587期

萧报投资理财俱乐部微信二维码

777

主编：王建平 首席编辑：郑舒铭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58%

杭州萧山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杭州萧东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921285 网址：www.czbank.com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 易 贷 专 员 ：袁 波（专 线 电 话 ：
15988179378/83686695）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

★5分钟在线申请★1小时自动化审批
★房产免费评估 ★网上签约提款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
产抵押贷款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
承诺或义务最高500万元,最长可贷3年，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资金需要

有房线上贷，生意周转快

扫一扫立即申贷

钱眼看市

■通讯员王节

近期，哈萨克斯坦企业家委员会联
合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在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举办全球女企业家论坛
（“Women in Business”），聚焦全球
经济与贸易、新技术革命、城市基础设
施与人文建设等女企业家共同关切的
议题。哈人民银行行长乌穆特·沙亚赫
梅担任组委会主席，来自哈萨克斯坦、
中国、俄罗斯、法国等近100名成功女
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体育和文化界代
表参加了论坛。

中信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于2018年4月入股哈萨克斯坦的阿
尔金银行，为推进中哈两国间资金资本
融通、搭建两国企业金融桥梁做出不懈

努力，成效显著。基于中信集团及中信
银行在中哈双边多项经济领域合作中
的杰出贡献，论坛组委会邀请中信银行
董事长李庆萍女士参加论坛并发表主
旨演讲。

李庆萍女士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
国女性占世界妇女人口的五分之一，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既是中国文明进步的生动写照，
也是对全球平等、发展的巨大贡献。

她高度赞扬了中哈两国近年来在
“一带一路”和“光明之路”倡议下共同
努力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简要回顾了中
信集团和中信银行同哈萨克斯坦能源、
金融领域各项合作的成果，呼吁与会各
界继续为促进中哈友谊、双边经济合作
做出更大贡献。

李庆萍表示，中信银行致力于成为
“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
“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尽己所能服
务国家战略，力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形成鲜明特色。自中信银行入股阿尔
金银行以来，中哈双方股东和团队精诚
合作，制定了阿尔金银行2019—2021
年新三年发展战略，确保了阿尔金银行
的稳健发展，实现了员工队伍的稳定、
客户的稳定、经营发展的稳定。2018
年，阿尔金银行业绩增长明显，风险控
制较好，行业排名提升，市场特点鲜明，
获得全哈商业银行中最高国际评级。

李庆萍还就女性企业领导者在工
作家庭中的角色、职业发展中的性别特
点分享了体会，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和热烈欢迎。

■通讯员马杰

又到一年“3·15消费者权益日”。进
入3月以来，萧山农商银行切实发挥本土
银行的作用，发动覆盖全区146家网点的
干部员工，关注金融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开展以“权利·责
任·风险”为主题的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活
动，提升服务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共建和
谐金融环境。

一是厅堂定点宣传“配齐”。该行根据
网点分区的实际，选择部分支行设立消保
服务台或消保室，醒目标识监督电话，公示
消费者投诉流程图，明确支行投诉处理的
流程和相关人员的分工职能，做到消费者
权益保护宣传资料专位摆放，抓住客户来
办业务的时机向其宣传。同时，该行在其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保宣传专题信息，要

求员工广泛转发，扩大宣传覆盖面。
二是走千访万宣传“配齐”。“普惠举措

千万条，走千访万第一条”，该行以此为平
台与“民情双访”推进工作相结合，发动干
部员工以做好“三服务”为原则，走进社区、
走进村户、走进企业，通过设摊咨询、有奖
问答等形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老人、学生
等进行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个人
金融信息保护等相关知识普及与宣教。

三是志愿服务宣传“配齐”。3月除了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月，也是萧山农商银行
的志愿者服务月。该行借助普惠金融志愿
服务队的力量，组织人员穿上“红马甲”，抓
住3月5日志愿者服务日、“三八妇女节”和
3月12日植树节等节点，前往人流密集的
萧山市心广场等地，借助志愿服务的机会
向老百姓及商户宣传识假防假的方法，增
强其风险责任意识。

萧山农商银行三个“配齐”
做好金融消保宣传

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参加全球女企业家论坛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182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2、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达到业绩比较基准。过往业
绩，不代表浙商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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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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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浙商银行ETC免费办理，2019年起可
享受8折优惠！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491
AD2446
AD2447
BC3580
BD2407
BD2408
DC3173
DC3174
DD2183
DD2184

业绩比较基准
4.55%

4.48%

4.58%

4.50%

4.49%

4.52%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感恩九点款，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3月14日-3月20日
3月14日-3月17日
3月18日-3月20日
3月14日-3月20日
3月14日-3月17日
3月18日-3月20日
3月14日-3月17日
3月18日-3月20日
3月14日-3月17日
3月18日-3月20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萧山农商银行在厅堂摆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资料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推荐贵金属产品

近期热销银保产品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理财替代型基金

（具体产品预期收益以网点当日在售为准）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猪年生肖金条

猪年贺岁金钞

代销
公司

中国
黄金

上海
渊泉

产品
材质

Au999

足金

产品
售价

基础
金价+
12元/

克

1580
元/套

备注

5—10kg优惠1
元/克；10—20kg
优惠2元/克；

20kg以上优惠3
元/克

赠送钓鱼台“团
圆宴”

提货券一份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华安双债

产品期限

——

——

预期年化收益率

近3个月年化收益率7.24%

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8.1%

起点金额

——

——

产品特点

代码：202103

代码：000149

萧山支行：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3686715、83686630、82636221、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之江支行：82753383、83893155、83815320 江东支行：83686725、83815327、83686722、83815326
滨江支行：86622563、86628895、86623909、86625855 临江支行：83815270、83696256、83815271、82168383
江南支行：83686713、83815932、82636889 临浦社区支行：82335971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
理保险（万能

型）

产品期限

满5年
无退保费用

测算年化收益率

保本，保最低收
益

起点
金额

1万元

产品名称

新享理财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天天利2号

乐赢稳健和信1906期

乐赢稳健和信1905期
（新客户专享）

乐赢成长和信1841期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产品期限

63天

最短
持有1天

93天

93天

184天

3个月—2年

测算年化
收益率/业绩基准

4.65%

7日年化
3.6%—4%

4.3%

4.3%

4.45%
2.8%—3.4%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5万元

1万元

10万元

1万美元

备注

每周一10点释放
额度

每日申赎
每月分红

截至3月17日

可叠加最高600
点乐享券

截至3月17日

保本保息

萧山区税务局落实减税政策暖民心

■钱向劲

本周 A 股大盘先冲高无果再度回
落，尤其是周三、周四调整较为明显，其
中创业板尤甚。可以说这是3月8日大
调整的继续，调整说来就来，全周沪综
指围绕3000点盘中几度起落，创业板指
一改“常态”，大幅震荡下行，周三最大
跌幅逾5%。如何看待调整？后市会怎
么走？创业板的快速、任性上涨，最终
还是逃不出“急涨急跌”的规律，刚说

“离真正的调整来临已经不远了”，调整
就来了，而且还挺凶。虽说急跌是洗盘
的特有形式，但这样的洗法，短线杀伤
力还是不小的，被彻底调动起来的投资
者热情以及买什么都会涨的假象，终于

让激进者尝到了苦头。要说引发下跌
的原因很简单，短期快速大幅上涨，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获利筹码，与此同时逐
步进入压力区，加之科创板不断提速的
消息刺激了市场敏感神经，投资者心态
有所变化。另外，二级市场虽炒得凶，
产业资本的减持却“乐享其成”。据数
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市已累计发布减持
计划759份，合计最高减持83.91亿股，
估算市值约915亿元。更重要的是，个
别题材股的炒作已经到了疯狂、非理性
的地步，有调整的必要。

从整体看，考虑到政策从多方面呵
护经济，间接有利于资本市场。快速上
涨后的快速杀跌往往是洗盘的需要，一
方面可以兑现部分炒高的筹码，另一方

面也可以清洗一下浮筹，市场再换批品
种运作。变数在于，短调的幅度和时
间究竟是一天两天就完成，还是需要数
日。从这波资金的特点以及洗盘的特
征看，应该会需要几个交易日。点位
上，创业板指的10日均线一带有争夺，
此位需要观察，因为本轮行情自启动以
来还没有真正破过该线，已成了趋势
线。至于沪综指，近日已经从“连续上
升阶段步入了震荡整理阶段”，短线支
撑在2900点一带，节奏关键看金融股，
预计趁着创业板调整，反而会有所表
现。操作上，按提示现阶段已经“不可
头脑过热，也不可过于激进”，加杠杆更
是要不得。保持理性，保持清醒，会有
助于你在震荡中辨明方向。

大盘调整整固 行情进入新阶段

■通讯员沈嘉和记者郑舒铭

对于萧山民众来说，这个春天暖得格
外早。减税红包再加码、便民办税再升级
……一揽子税收利好，为民众、企业带来
温暖春意。截至目前，萧山区税务局开展
电话告知、短信微信推送、集中培训、上门
辅导等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已达
144755户次。

减税政策“春风”提振企业信心

去年年底，杭州富强丝绸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就接到税务局电话，了解到公司
往后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接到电话后他
难掩兴奋：“真的太好了！这次减负来得
太及时，缓解了公司的财务窘境，为我们
留住员工添了底气。”据了解，该公司主营
真丝面料、真丝精编的生产销售，产品以

出口为主。近几年受贸易形势影响，经营
收益下滑，人员流动频繁。之前公司虽属
小微企业，但因营业利润超过100万元无
法享受税收优惠。今年1月9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
所得额优惠限额提高到300万元后，该企
业符合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的
条件，这笔新“入账”的红利为企业解了燃
眉之急。 根据《关于浙江省贯彻实施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对小
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
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
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放宽小型微
利企业适用标准，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
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三项指标上限分别提

高到300万元、300人、5000万元。
政策的红利不仅体现在企业“账本”

上，也将体现在企业的转型升级中。
在得知增值税起征点将提高到月销售

额10万元后，杭州百冠装饰有限公司的财
务负责人喜出望外：“提高起征点的政策对
我们公司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现金红包，
本来我公司销售收入中每100万元需缴纳
3万元的增值税，另外还有城建税等。新政
策执行后，我们就不用缴这笔钱了，这直接
增加了我们公司的利润。”这些国家持续鼓
励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举措，对于增强企
业做大做强的决心，争创更多财富，转变企
业发展方向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减税政策“春风”吹暖民众心窝

“没想到现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这么
给力！本来我要交1.8万元左右，现在这

笔钱就直接省下了，这优惠可太实在！”来
代开租金发票的王先生是区税务局首位
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新规的
人。原来，他一次性收取了1年房屋租金
总额为389318元，本来要交1.8万元左右
的税款。现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
第4号公告第4条内容，其分摊至每月的
租金为32443.17元，未超过月租金10万
元的限额，可以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

萧山区税务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减税降费的决策部
署，加强组织，抓好实施，确保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根。针对符合减
免条件但未享受减免优惠需退税的纳税
人，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点对点联系核实
退税信息，并核对银行账户等信息后进行
退税。一名纳税人表示：“接到税务局电话
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骗子打来的，工作人员

好一番解释我才相信。其实我获的退税钱
没多少，但是这确实让我感受到自己也真
真正正参与在减税降费惠民生的大潮中。”

这一轮减税降费是国家促进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2019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
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规模力度空前。普
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将有效降低
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萧山区税
务局将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主动靠
前作为，精准辅导培训，组织专项督查，确
保纳税人和缴费人实打实地享受到政策
红利；同时也将围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持续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服务举措，
为企业与民众提供更加便捷、更为细致、
更有温度的优质服务，让纳税人切切实实
感受到政策的春风、服务的春风、发展的
春风。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辅导已达14万余户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