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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套人民币集中兑换进入倒计时

首只科创板基金
明日在中行发售

■记者 徐燕红

你的手中还有第四套人民币吗？再
过几天，这套人民币集中兑换期就将结束
了。而随着时间的临近，市民对这套人民
币收藏价值的关注度也逐渐上升。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集中兑换结束，
第四套人民币或许也会迎来一波升值。
但如果你不搞收藏，或者手上的第四套人
民币品相一般、没有收藏价值，还是建议
尽快去银行兑换。

第四套人民币本月结束集中兑换

虽说移动支付越来越发达，但是还是
有不少人手里有现金，甚至还留着停止流
通的第四套人民币。

市民戴女士就保存着一套共200张
1996年版的1元面值人民币，已经有七
八年了。“当时单位里发钱，给每人都发
了一沓，觉得是一沓新钱，又是连号的，
所以就留了下来。哪知道留着留着就停

止流通了。”
据央行规定，从2018年5月1日起，

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
元、1元、2角纸币和1角硬币在市场上停
止流通。从2018年5月1日到本月30日，
为该套人民币部分券别的集中兑换期。

“现在来兑换第四套人民币的人并不
多。”萧山一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据该银
行工作人员介绍，在今年5月1日前，市民
若持有第四套人民币可以到就近的银行
网点兑换。“但之后的话，市民还有兑换需

求就要到指定的银行办理，不会像现在这
么方便了。”

这3个品种涨了10倍以上

那么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如
何？记者也采访了浙江省民间收藏家学
会萧山分会会长、“抱布斋”的金来大先
生，他说：“目前这套人民币基本上都有所
升值。但券面面值越小，升得越快。像
1980年2元、1元、2毛，这3个品种涨幅都

比较大。1980年的2元，全新的，市场价
值大概25元一张；2毛全新的，市场价值
2.5元，1元全新的，市场价值10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四套人民币收
藏的价值也越大，如家里有新的人民币，
可以收藏起来，不用去银行兑换，有升值
的机会。”但同时他也表示，若是品相不
好，且是单张的话，收藏价值并不大。“目
前，一般的收藏价值主要还是看人民币的
品相是否好、编号是否有意义，另外整捆、
整条升值更大。”

一、10元看电影

即日起至6月30日，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信

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999元，次月

可享“萧山德纳IMAX影城10元看电影”。

二、1元洗车

即日起至12月31日，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信

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399元，次月可

享1元洗车活动，活动地点分布于萧山、滨江。

三、悦享美食活动

即日起至6月30日，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信

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999元，次月

刷168元可享万象汇原价280元/位花盛精致日

料美食活动。

四、ETC设备免费送，单位团办可直接上门

安装

更有99元洗牙活动、加油最高享8折等多重

优惠。

以上活动有消费要求的，26日后消费均计

入次月，活动详细规则和次数详询网点

82810676。

农行账户贵金属是面向个人客户推出的一
款账户类交易产品。个人客户可以按照农行提
供的账户贵金属买卖价格，通过网上银行、掌上
银行进行账户贵金属的即时买卖或委托交易，
以赚取投资收益。您只需随时随地拿出手机，
就可以轻松交易，简单易操作，是投资的不二之
选。

农行账户贵金属业务具有以下业务特点：
1.交易起点低：人民币黄金、人民币白银的

交易起点为1克，最小交易单位为1克；美元黄
金的交易起点为0.1盎司，美元白银的交易起点
为1盎司，少量资金即可投资参与贵金属市场。

2.交易成本低：无开户费，无交易手续费，
交易点差业内较低，无需进行实物交割，省去了
加工运输流转费用。

3.交易时间长：支持5x24小时的无间断交
易，交易渠道每周一早8:00开市，周六早4:00
闭市。

4.交易品种丰富：客户可以选择人民币或
美元作为投资币种，支持黄金、白银、铂金和钯
金多个交易品种，为您提供丰富的投资选择。

5.交易方式灵活：买涨买跌都可以，价格涨
跌都赚钱，让您在市场下跌的行情中也可获利。

6.开户简单：个人客户在农行任意网点、网
上银行或掌上银行签约后，即可开展账户贵金
属交易。

7.交易方便：PC、手机均可交易，即时委
托，即时成交。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即将于明日发售，该基金投资于科技创
新主题相关证券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
金资产的80%，可参与投资科创板上市公
司股票，是国内首批科创板方向的公募产
品之一，中国银行独家发售。

此次推出的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刘武、蔡荣
成，业绩比较基准是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
份指数收益率×7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
数收益率×10%+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20%，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
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及
其他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内
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
买卖的香港证券市场股票、国内依法发行、
上市的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地方政
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中
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国
债期货、股票期权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科创板新设立的基金至少80%的非
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全市场的科技创新
股票，但并不限于科创板。也就是说在科
创板目前暂无投资标的情况下，该基金可
以投资创业板、中小板、主板上的众多科
技创新类股票。同类型易方达新兴成长
收益今年以来35.53%，对此有意向的投资
者请关注2019年4月26日，仅此一天，中
国银行10亿募集资金，超过募集量的按配
售执行。

详询中国银行萧山分行各营业网点，
咨询82891979王、83899595赵。

今年以来，工行萧山分行紧紧围绕
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一二八组合拳”
战略部署，坚持回归金融服务实体本源，
在服务实体企业上实现了落地见效。一
季度，该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92.6亿元，
主要投向民营企业、普惠金融和民生领
域，其中中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15.83
亿元、普惠金融贷款较年初增加3.1亿
元，中小企业及普惠贷款增量占全部贷
款增量的67.6%。

多措并举服务民营企业

该行充分发挥好国有大行的示范引
领作用，采取多项措施服务民营企业。
一、深入客户提供服务，开展服务基层、
服务客户“双服务”活动，由该行行领导
带队走访区内民营企业，提供综合金融
服务，今年以来已走访中小型民营企业
和平台场景25家。二、优化信贷审批流
程，创新采用预审制，在贷款审批前提前
进行上会项目评估，经过预审后对项目
实行绿色通道管理，极大提高了贷款审
批发放的效率。三、合理保持流贷规模，
继续保持流动资金贷款的投放力度，该
行一季度累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7.8
亿元、用于民营企业日常经营。通过票
据贴现为企业提供周转资金28亿元、
同比增加11.4亿元，提高企业资金流动

性。四、创新融资服务模式，发挥工商银
行集团优势，为客户提供“贷＋债＋股＋
代＋租＋顾”六位一体服务体系，去年以
来该行完成了多个投融资项目，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全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该行坚定“大银行不做小企业等于
没有未来”的理想信念，巩固普惠金融在
全行信贷发展上的根系地位。机构单
设，该行组建了由行长负总责、分管行长
抓落实的普惠金融推进委员会，成立了
小微金融业务中心，负责组织、推动、督
导和管理小微业务发展。规模单列，切
出专项规模保证普惠贷款发展，计划全
年新增普惠贷款10亿元。场景单批，借
助供应链场景服务小微客户，为多个核
心企业的上下游客户搭建服务场景，在
供应链场景中的小微客户可以直接审批
发放贷款。产品创新，该行推出的“e抵
快贷”、“经营快贷”等创新产品均可实现
在线申请、在线评估、在线审批，满足小
微企业短平快的融资需求。利率基准，

严格执行普惠贷款基准利率、不允许附
加任何回报，减费让利助力小企业发
展。权限下放，目前辖内三家一级支行
已经申报小微金融分中心，进一步下沉
信贷审批权限、对于1000万以下的贷款
支行可以自主审批，贷款效率大大提
高。名单信用，对于进入总省行白名单
的小微客户，可以直接为其提供信用贷
款，解决了小企业抵押难、担保难的问
题。精准支持，与区内多个专业市场合
作，为经营性商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一
季度新拓经营商户16户、个人经营性贷
款实现了较快增长。

在全面推动下，截至3月末，该行普
惠金融客户990户、比年初增加56户；
普惠贷款余额16.4亿元、比年初增加3.1
亿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下阶段的
工作中，该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发挥国有银行主渠道作用，
真抓实干、砥砺奋进，争做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你手头这张钱也许升值了

一季度中小企业贷款新增15.83亿元

■通讯员 王节

近日，在杭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
市扩大有效投资暨“5433”工程推进大会
上，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被杭州市人民政府
授予“2018年度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优质服务单位”荣誉称号，是五家
获奖银行之一。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
势，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全力支持杭州市“后
峰会、前亚运”基础设施建设、拥江发展、创
新转型等各项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加大资
金投放，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服务，取
得了支持地方经济和自身发展的“双丰
收”。一是全力支持“后峰会、前亚运”等重
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年为省内重
点政府投资项目提供融资723亿元，其中
支持杭州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73亿

元。二是坚持综合融资，多渠道支持实体
经济，全年为省内实体企业提供融资1206
亿元，其中支持杭州市本地经济发展投融
资总额240亿元。三是结合全省推进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大智慧金融、互联网
金融等金融服务创新。相继开发了“智慧
系列”金融解决方案，新上线“收付一体”基
础支付平台、移动支付平台、CB2C综合联
动等各项功能及应用50余项，为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表示，今年将围绕
扩大信贷投放、支持经济转型、创新金融
服务这一主线，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环
境整治提升、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
大产业项目推进、民生实事推进、风险防
范化解等领域再发力，突出高质量，提高
有效性，积极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均衡发
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市“5433”工程推进会上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获殊荣

工行萧山分行争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4月18日，恒丰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走进萧山区湘师实验小学，以
“认识人民币 爱护人民币”为主题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课上，该
行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看 摸
听 数”实战演练、有奖问答等与学
生们进行了互动，让学生们在欢乐
的体验中，学习了人民币的历史、
反假知识、点钱小技巧等金融知
识。

通讯员 盛美琳 摄

人民币知识普及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