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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灵活可转让：365天型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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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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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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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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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价创新高 个人投资者如何跟投

产品名称

投资金条

代销
公司

中国
黄金

产品
材质

Au999

产品售价

基础金价+
12元/克

备注

5—10kg优惠1
元/克；10—
20kg优惠2

元/克；20kg以
上优惠3元/克

■记者 徐燕红

2019年黄金一路高歌，就在上个
月，金价一度上冲至1438.63美元，创
出2013年以来的最高点。

与此同时，国内金价也水涨船
高。不过，记者发现，面对金价的上
涨，萧山市民却普遍比较淡定。

金价最高达到400元/克以上

近日，记者走访了萧山多家珠
宝店，目前金价售价一般在 319 元
—399元之间。“前两天我们店金价
到过 400 多元一克，这两天已稍微
回落了一点。”萧山一珠宝店工作人
员表示。

尽管近期金价出现升幅，但商场
黄金买卖交投淡定。在萧山多家珠宝
店里，记者未见到因为黄金创出近期
新高而出现“抢金潮”，前来购金的市
民并不多。但工作人员表示：“现在黄
金首饰里，像‘3D 硬金’与‘古法黄
金’，比较受顾客欢迎，但买黄金用来

投资的比较少。”
对于金价的上涨，萧山市民反应

比较淡定。一位正在挑选饰品的周女
士说：“最近黄金涨了，不过很多黄金
首饰都是一款一价，看中喜欢的，也就
不太去关注价格了。”

“金价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现在终于涨了。”萧山陈小姐表示：“自
己在2013年从银行买入的金条，加上
手续费还没解套。”不过她表示：“投资
金条在于保值。”

专家认为下半年金价或将继续上行

这一轮的金价缘何上涨，有业内
人士认为主要可能还是全球市场投资
者避险情绪在推动，而受地缘政治的
影响及需求的上涨，下半年金价或将
会继续震荡上行。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来
全球央行大量购入黄金。据7月8日，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黄金储备为
6194万盎司，这是央行自2018年12
月以来，连续7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

持量达到270万盎司。
各国央行都在买买买，那么个人

投资者要不要跟投黄金呢？
萧山一银行理财经理认为，黄金

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度稳定性的保值
资产，但它的意义只在于稳定家庭财
富，而并不是投资，所以在家庭资产
中的占比不应太高。“从现实中来看，
一般萧山人购买投资金条都是用来
传承。”

另外，有业内人士认为，买黄金也
是要讲究方法的。像金条、金首饰这
类实物黄金，往往买进容易，卖出难。

“事实上，除了实物黄金，投资黄金的
渠道还有纸黄金、黄金定投、黄金投资
基金等多种方式。这些产品相对而言
会比较容易交易，想要卖出时，也相对
会容易得多。”

此外，对于有一定证券投资经验
的市民来说，买黄金股，也是投资黄金
的一个好渠道。“不过个人投资者不要
盲目追高，可以逢低吸入，切忌全仓杀
入，否则很容易高位套牢 。”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南方君信&君选

产品期限

——

每个交易
日可购

预期年化收益率

近6个月年化收益率4.5%

——

起点金额

——

1元

产品特点

代码：202103

科创版打新定制产
品，不配售，不封闭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
险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
石恒利”

产品期限

满5年无退
保费用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保本，保最低收
益

保额按3.5%
复利递增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中信银行首推
“物流e贷”普惠金融产品

契合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不设保
底收益；业绩表现佳，部分产品成立以来年
化净值增长接近7%——个人养老保障管
理产品作为全新的理财品种，让曾因监管
部门出手整顿而沉寂一时的互联网保险理
财市场再度活跃起来。

所谓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是指养老
保险公司作为管理人，接受个人委托人的委
托，为其提供与养老保障相关的资金管理服
务。简单来说，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是养
老保险机构发行的，与银行理财类似的理财
型产品。这类产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险
产品，也没有保障功能。

曾几何时，谈及互联网保险理财，万能
险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高收益，流动性
好”，曾经的万能险因集这两大特征于一身
而走红，成为各险企快速冲击业务规模的
利器。但“高收益”的另一面便是，极大地
拉高了险企负债成本，从而对险企投资端
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化解行业风险，自
2017年开始，监管层对万能险从规模、账
户管理、保障水平和结算利率等多维度进
行业务规范，万能险业务逐渐回归理性。

万能险淡出互联网保险理财市场后，
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以“网红”的姿态登
上舞台。目前，各大主流互联网理财平台
共上线40余款这类产品。最高7%上下的

年化净值增长，也让投资者对这类产品趋
之若鹜。

在市场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这类产
品为何能够实现如此高的年化净值增长？
这在其投资组合说明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配置了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据了
解，一些产品最高可配置95%的权益类资
产，不动产投资计划等另类资产的最高配
置上限在75%。

“这两类资产的确可以带来高净值增
长，但同时也拉高了产品投资风险。”一位
资管人士表示，净值增长仅代表产品历史
业绩表现，并不构成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
诺。根据这类产品的风险提示，产品本金
与收益随实际投资运作浮动，投资运作过
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

不过，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中也有主
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低风险产品，这
类产品的近七日年化收益在4%左右。

据了解，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的发
行是有一定门槛的。据粗略统计，目前仅
有太平养老保险、平安养老保险、国寿养老
保险、泰康养老保险、长江养老保险和建信
养老资管等养老险公司和1家养老金管理
公司发行这类产品。

据《上海证券报》

■通讯员 叶健

近期，中信银行成功推出“物流e贷”
普惠金融产品，并在杭州分行落地首笔贷
款投放，标志着中信银行在业内率先实现
了数据融资服务在物流行业的全面应用，
通过“数据增信”和“交易变现”高效赋能物
流小微企业，有效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物流行业的融资瓶颈
问题十分突出，小微企业在物流行业的占
比高达九成，由于规模小、数据散、资信不
足以及担保缺失等问题，能够成功获贷的
不足5%，“运输大市场”和“运力小企业”间
的金融渗透率亟待提升。

针对物流行业的融资痛点，中信银行

此次推出的“物流e贷”产品深度融合金融
科技，通过交易结构设计、多维数据集成、
风控模型构建、资金闭环管理等手段，将数
据融资服务嵌入物流的车险保费、运费、油
费、ETC等各大应用场景，提供物流企业

“额度高、利率低、全线上、随借随还”的创
新服务，切实解决了物流融资难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获得了物流企业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中信银行通过整合产业数据、
挖掘场景生态、创新服务模式，构建了“数
据建模、自动风控和线上作业”的特色产品
体系，并在物流、产业互联网等多个领域持
续打造行业引领的创新大单品，积极践行
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真正成为小微企
业的“成长伴侣”。

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受关注

■记者 徐燕红

四大国有银行最赚钱

据财富中文网消息，今年中国500家上
榜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45.5万亿元
人民币，较去年增长14.8%，再创新高；净利
润达到了3.625万亿元，较去年增长4.21%，
相比去年24.24%的涨幅而言，受宏观经济
影响大幅放缓。

从榜单看，头部公司依然是：中石化、

中石油和中国建筑。
在盈利能力方面，与去年情况相同，

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除了几大商业银
行和保险公司之外，仍是中国移动有限
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工行、建行、农
行、中行位居前四位。而这十家公司在
去年的总利润达到 1.46 万亿元，占全部
上榜公司利润总和的40.3%。

同时，在利润率最高的 40 家上市
公司中，商业银行占据了 21家，像上海

银 行 、南 京 银 行 利 润 率 高 达 40% 以
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则由去
年 的 第 四 位 跃 居 榜 首 ，利 润 率 高 达
45.6%。

荣盛石化位列第100位

与去年一样，今年依然有3家萧山企
业入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

这 3 家上榜萧企中，荣盛石化在上
榜萧山企业中居榜首，排名从去年的

114位跃居到100位，跻入100强。紧随
其后的是恒逸石化，在全国榜单中排名
第109位，传化智联排名第411位。

据了解，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
162.38亿元，相比去年提升了17%。而本
次上榜的萧山企业中，营业收入均比去年
有大幅提升。其中荣盛石化从去年705.31
亿元跃升到了914.24亿元；恒逸石化从去
年642.84亿元上升到了849.47亿元；传化
智联也从192.80亿元上升到了202.63亿
元。

3家萧企上榜2019年《财富》中国500强
10日晚，财富中文网发布

了最新的《财富》中国 500 强
排行榜，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企
业实力排行榜不仅为中国企
业排出了“座次”，也揭示了推
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500
强榜单中，有 3 家萧企上榜，
分别是荣盛石化、恒逸石化和
传化智联。

理财子单元简称
一、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二、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三、永乐5号私行客户理财

永乐5号182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560
AD2491
AD2492

BC3624
BD2449
BD2450

DC3203
DC3204
DD2219
DD2220

业绩比较基准

4.52%

4.42%

4.54%

4.4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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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4日
7月15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4日
7月15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4日
7月15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4日
7月15日-7月17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产品名称

新享理财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和信1928期
乐赢成长和信1926期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
款19241期(保本）

薪金煲天天利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起购金额

1万元

5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美元

产品
期限

63天

98天
182天

91天

最短1天

3个月
-2年

业绩基准/
预期年化

4.5%
4.20%
4.35%

3.9-4.2%

7日年化3.5%

2.8%-3.2%

备注

每周一早10点
抢购

销售截至7月16日
销售截至7月16日

销售截至7月15日

每天快速赎回额
度50万元，支持
各类消费场景

保本保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