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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出了，是惊喜还是惊吓？拿什么
来拯救买买买后遗症。别担心，账单分期
为您分忧。使用工行账单分期，缓解资金
压力，让您的理财更灵活。

一、什么是账单分期？
账单分期：账单日至到期还款日前，将

上期账单全部或部分消费交易办理分期。
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是9月2日，小张

可以在9月25日（还款日）前，将9月1日
（账单日）账单中的全部或部分消费交易办
理账单分期。

二、账单分期有哪些优势呢？
门槛低，想分就分随心意：起始金额最

低100元人民币。期数灵活，合理分摊零压
力：最长三年，3到36期自由分。办理便
捷，多种渠道任你选：线上线下6种办理途
径。全天候服务：7 × 24小时均可办理。

三、如何办理账单分期?
目前，您可以通过工银e生活APP、短

信、网上银行、营业网点、电话银行、自助终
端办理。推荐工银e生活APP自助办理，
足不出户，方便快捷。

工行账单分期缓解您的资金压力

工银e生活APP办理流程

1.打开工银e生活
APP 首 页 ，点 击

“金融”。

2. 选择需要办理分
期业务的卡片，点击

“分期付款”。

3. 点击“账单分
期”可办理账单分
期业务，选择分期
金额、期数后点击

“下一步”。

4.确认申请信息无
误后，点击“确定”，
办理成功。

咨询电话：83691828 82652794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推荐贵金属产品

近期代销推荐产品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安邦裕泰
两全险

东方添益

华安纯债

产品
期限

满5年
无退保
费用

9—12
个月

6—9个
月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72%

近6个月年
化10.44%;
近3个月年
化8.32%

近6个月年
化9.56%;
近3个月年
化6.12%

起点
金额

1万
元

—

—

产品特点

满5年无退
保费

代码：
400030

代码：
040040

产品名称

实物投资金条

代销
公司

中国黄金

产品材质

Au9999

产品售价

基础金价+12元/克

萧山支行：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2335971、83686715、83686630、82636221、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之江支行：82753383、83893155、83815320 江东支行：83686722、83686725、82575099、83815327
滨江支行：86622563、86628895、86623909、86625855 临江支行：83696256、83815270、82168383
江南支行：83686713、83815932、82636889 临浦社区支行：82335971、82335975、8233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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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波 82891059
娄利剑 83812310
余欣 82553016
蔡晶 83686848
张媛媛 82891622
俞方 82623439
顾少峰 82828320
胡萍赞 83899520
陈福兴 82897319

陈佳轲 83893179
曹莹 82628310
郭立汉 82626910
梁燕 82965451
任立航 83696631
高莎莎 82925015
陈丽曼 82333705
朱颖 83869391
施怡嘉 83899591

“金猪招财 农行送福”

农行“春天行动”盛大开幕
产品名称

乐赢稳健天天利2号

乐赢和信定开一期

乐赢汇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901期

产品期限

最短持有
1天

12个月

90天

测算年化收益
率/业绩基准

3.8%—4%

4.65%

3.5%—5%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截止日

每日申购

1月7日

1月4日

为回馈广大客户的厚爱，农行2019年“春天行
动”(1月 1日—3月31日)促销宣传品大放送开始
了。活动期间农行将开展“节日大放送”“春节大拜
年”“扫码有奖”“开户有礼”“交易有礼”“升级有礼”，
多重好礼等您领。

一、节日大放送。活动期间对上门办理业务的
客户赠送新春门贴、红包等节日用品，把您的家装扮
得喜庆祥和。

二、春节大拜年。对农行贵宾客户进行上门拜
访，多款好礼带给您。

三、扫码抽奖。客户通过农行掌银客户端完成
“扫码支付”一分钱公益捐款的掌银支付体验，可获
得抽奖机会，好运等着您。

四、开户有礼。活动期间，新开对公本外币结算
账户、代发工资、掌上银行、新办信用卡及签约基金

定投、三方存管、账户贵金属、活利盈、定利盈或理财
产品、商户分期及惠农e贷签约均有机会获得精美
宣传品一份。

五、交易有礼。活动期间购买基金、贵金属、保险、
国开债，办理个人结售汇、对公客户办理票据业务、国
际业务均有机会获赠精美宣传品一份。掌上银行还有

“交易幸运礼”和掌银缴费专项抽奖，好运等着您。
六、升级有礼。凡个人或对公客户活动期间新

达到农行白金、钻石标准，对公国际结算同比增量超
50万美元的客户，均有机会获赠精美宣传品一份。

以上活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详询萧山农行各
网点。

■王晓岚

在货币相关理财收益整体下滑，全
球各类资产价格波动加剧，各新兴经济
体货币面临新一轮的贬值压力之下，黄
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吸引了很多的投
资者。在过去的13年，中行为大家收罗
的金银品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今
年，中国银行萧山分行一年一度的贵金
属品鉴会将再度来袭，1月5日在湘湖驿
站度假酒店越王厅开幕，贵金属藏品将
更丰富多样。

据悉，本次活动中国银行萧山分行
将携手中钞国鼎、国富黄金、深圳翠绿、
国金黄金、中金国礼、北京工美、中国黄
金、中国工艺、紫金矿业等九家贵金属
公司合办，藏品为条、币、章、册、钞、卡、
挂件、摆件等共千余件，可谓是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同时，涉及的系列有儿
童庆生、养生茶具、长辈贺寿、婚庆赠
礼、体育盛世、纪念钞/币、压箱金条、传
世珍宝、企业馈赠、随礼红包、祈福镇
宅、男女饰品系列等。

民俗婚庆系列的藏品有：龙凤和鸣
双喜对金、传世生肖花丝如意算盘、子
孙长宜花丝金桶、龙凤喜福金碗银筷套
装、花丝婚庆九宝等。其中翠绿公司的
花丝子孙桶，采用宫廷花丝技艺，玲珑
剔透精巧可人，是婚庆系列的畅销产
品。

儿童成长系列的藏品有：现场将展
示花丝工艺玲动锁、琴棋书画宝宝礼、

十二生肖的富贵满堂金摆件、福禄响当
当、鲤跃龙门宝社锁、2019猪年平安压
岁钱等。这些小件小巧玲珑、人见人
爱，适合作为压岁钱送给小孩或新生宝
宝。2019年的小猪猪狭更是让您重温
快乐童年。

随礼红包饰品系列的藏品有：节节
高升金竹节、清心玉净瓶、小猪挂件、各国
钱币的中国年世界礼、一物五用的猪猪狭
吉祥、QQ红包贺岁金等。这些物件年底
自用，或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爱人孩
子、亲朋好友皆可。

压箱金条系列的藏品有：每年合成
如意的生肖金条、平安健康女儿金、百
财金、姓氏传世金套装、故宫十二生肖
国画金条、全福的聚福百财金、金猪纳
福高纯金条、国富的徐悲鸿传世金十二
生肖大全套。其中部分藏品是纯度达5
个9的纯金。国富徐悲鸿传世金十二
生肖大全套，既是大师的艺术作品，又
是千足金的金条，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养生贺寿系列的藏品有：“我是乾
隆”的茶具、工艺精湛的天目银鱼盏、养
心壶、故宫福寿双全、松梅双鹤银版画、
百岁核桃等，送老人、朋友、生意合作伙
伴，既有寓意又精美绝伦。

馈藏珍品系列的藏品有：国富的徐
悲鸿传世金碗（可定制及刻字）；中金的
传世金碗——可刻字、可旋转；辉煌70
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纪念钞、纪念币
大全；还有筑梦中国的3000多张邮票
大全均是全球限量，是一笔永续传承的

家族财富。
据了解，现场金银藏品，从128元

的福宝有礼到上百万元的金币大全套，
价格从低到高，总有一款适合您。其中
值得重点观赏的有：邮票大全的筑梦中
国、第三套人民币金钞、富春山居图、百
元一个的金元宝、五大名瓷之一的天目
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掐丝工艺金条、6
Ｄ空中立体雕刻的徐悲鸿传世金。

另外，如果您希望定制家族、企业、
婚庆等特有金银藏品，中行更有精美设
计为您选择定做独一无二的藏品。

本次活动不仅有多款新品限量发
售，还有多重买赠惊喜等您来拿，除一
元秒杀、百分百红包奖外，还有充满年
味的画糖人、抓金币、砸金蛋，更有拿
iPhoneXS的机会。

心动的朋友们快来报名吧。2019
年1月5日湘湖驿站等您光临。现在可
通过电话、微信等途径报名，具体可详
询各中行网点。联系电话82891327、
82891979、82891050

中行贵金属品鉴会明日开启
千余件贵金属邀您来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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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燕红

大型小红人“RedO”、四处飞扬的红
气球、火红的背景墙……1月1日，萧山银
隆百货B座广场洋溢着一片火红的海洋。
这里正在举行“潮起钱江，红动未来”浙商
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元旦大型路演活动。

现场，该行推出了精彩纷呈的节目，
还为过往群众提供银行理财咨询、银行卡
开卡、ETC办理等多项专业服务。同时，
浙商银行男子篮球俱乐部联手萧山教育
工会篮球俱乐部开展民办学校小篮球运
动正式启动。

台上台下联动
活动精彩纷呈

活动一开始，红色背景墙的舞台上，
一红一黄的两只狮子开始表演节目，拉开
了路演的大幕。精彩节目引得不少路人
纷纷驻足观看。而舞台上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该行员工以“摇滚快板”的方式介
绍了银行的特色和企业文化，让现场观众
迅速了解浙商银行。

“浙商银行萧山支行成立于什么时
间？”“浙商银行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起点
金额是多少？”穿插在精彩节目中，现场还
适时推出了有趣的互动节目——“浙商银
行知多少”。同时，该行专业人士还向大
家讲解个人业务、小贷业务、公司业务，让
过往群众能够更多了解金融知识，寓教于
乐。

台下也是一片火热场面。“来，笑一
个。”一位穿着红色羽绒衣的小朋友抱着
浙商银行首席发现官RedO，在妈妈的相
机面前笑开了花。活动中，RedO出现在
了现场的多个角落，吸引着大小朋友追逐
合影。

不少小伙伴纷纷将现场精彩有趣的
画面发到抖音小视频或发至微信朋友

圈。现场，郑小姐将RedO发到抖音，迅速
引来了众多人点赞。活动当天，该行推出
了抖音集赞活动，集更多赞送更多礼，也
引得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在台上台下精彩的活动中，活动整整
持续了6个小时。现场扫码送红包、跳一
跳活动，更是让现场聚满人气。

10分钟办好ETC业务
浙商银行移动设备显神通

除了丰富节目，现场银行业务咨询处
是人气旺盛的地方之一。添利加、大额存
单、ETC、点易贷、浙信贷等资料，被不少
过往群众翻阅。陈小姐拿着一张最新的
银行理财宣传单，不禁感慨：“浙商银行理
财收益不错，一年期还有5%收益。”基本
了解情况后，她在现场办了一张浙商银行
卡。另一边，徐女士正在咨询该行的添利
加产品。据现场理财人员表示，添利加是
一款存款产品，1000元起存，灵活支取随

存随取。“现在宝宝类产品收益越来越低，
还受每天限额取现的约束，这款产品是存
款，现在七日年化收益也有3个点。”

同时，该行ETC业务受到很多人关
注。胡先生一大早就特地赶来办理ETC
业务，他拿出了身份证、驾驶证、浙商银行
的信用卡等。工作人员在移动设备开始
进行输入办理，不到两分钟，就帮他注册
完毕。随后，工作人员便拿着OBU设备在
胡先生的车上进行安装，整个过程不过10

分钟。
据了解，浙商银行从去年开通ETC业

务，已惠及不少车友。目前该行正在开展
“8折过闸 E路畅行”活动，从今年1月1
日起至3月31日，办理该行ETC业务的客
户可以享受8折高速通行费优惠，每户每
月最高优惠50元，同时免费赠送OBU设
备。

该行携手萧山教工篮球俱乐部
助推萧山小篮球运动系列活动启动

下午活动一开场，只见7位长腿“欧
巴”走上舞台，立马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
是来自浙商银行男子篮球俱乐部的球员。

原来，从今年起，浙商银行男子篮球
俱乐部将联手萧山教育工会篮球俱乐部，
走进萧山民办学校，助推萧山小篮球运动
发展。在启动仪式上，浙商银行男子篮球
俱乐部球员代表纪象新说：“我们每年都
以助教的形式开展‘送球进校园’活动，普
及篮球知识，推广篮球运动。”

据了解，首站将走进萧山阳光学校。
“作为蝉联萧山区教学质量抽测民办学校
第一的学校，我们也一直想提升学校的体
育质量，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次
的小篮球运动，正契合我们学校的发展。”
占副校长表示。

而对于如何来做好萧山小篮球运动
发展，萧山教育工会篮球俱乐部施主任表
示，“今后，两个篮球俱乐部将通过送教、
篮球友谊赛、派遣驻校篮球指导员、公益
等方面来开展活动，争取让更多的民工孩
子爱上篮球，健康快乐成长。”

一直以来，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十
分重视企业体育文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实
践，形成了“篮球+公益”的企业文化。由
该行员工组成的浙商银行男子篮球俱乐
部，积极参加国内各类业余篮球比赛，斩
获多项全国性荣誉。

以篮球为媒 助业务拓展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元旦路演人气爆棚

浙商银行男子篮球俱乐部联手萧山教育工会篮球俱乐部，开展民办学校小篮球运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