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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昨隆重开业

中信理财 给你“稳稳”的幸福
热销理财产品

热销银保产品

推荐贵金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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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东方添益

华安纯债

产品期限

9—12个月

6—9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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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产品特点

代码：400030

代码：040040

理财咨询：82891039 82891059
网上银行：www.boc.cn

广发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稳利
私行版

太平洋季季盈

薪满益足新资金版
92天

外币优利存款

日薪月益（个人版）

薪加薪
（结构性存款）

投资
期限

12个月

365天

92天

3个月—
2年

每工作
日可申

赎

91天

181天

364天

109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基准

5.5%

5.1%

4.7%-4.8%

2.1%—3.5%

3.5%-4.2%

2.6%或4.25%
2.6%或4.2%
2.6%或4.15%
2.6%或4.6%

特点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起步
金额

100万元

50万元

1万元

1000美元

1万元

1万元

30万元成为我行贵宾客户，并可积分兑换美妆礼盒、电影卡、健康体检等
丰富礼品。全国异地跨行取款、转账免手续费。

萧山支行：萧山区金城路208号（商会大厦对面） 电话：83686383
理财经理：金莹佳18814866778 沈雁平：15067368612 汪伟丽：15157117549
萧然支行：萧山区市心中路687号 电话：82572198 82572000
理财经理：王翔 15869016062 徐彩萍：13429186349
瓜沥支行：瓜沥镇东灵路法院对面 电话：87762297
理财经理：陆园园 15858293870 徐丹：1358816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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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精彩 一卡尽享”
中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叠加返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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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又一力作

■文/记者 王建平 摄/记者 唐柯

1月8日，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
行隆重开业。作为一家深耕钱江南岸经济
热土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看好
萧山发展的战略意图清晰可见。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楼瞿华称，
“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开业，既是
响应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打造钱塘江金融
港湾的实质性举措，也是杭州分行在机构
布局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浙商银行
将紧紧围绕萧山区委、区政府的战略布局，
服务实体经济，大力开展普惠金融，为区域
实体转型升级、城市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提供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共创和谐金融、美丽萧山。”

浙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杭州分行行
长陈海强等总、分行领导和钱江世纪城管
委会有关领导参加剪彩仪式。浙商银行
杭州萧山支行副行长张鹏主持活动。

据悉，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下辖杭州、嘉
兴、湖州、衢州和丽水等地区，资产规模超
3000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超1400亿元，是
浙商银行系统内规模最大的分行。十余年
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在业务发展、特色经营、风险控制、服
务提升等方面实现跨越发展，先后获得“杭
州市支持发展贡献评价第一等次”“杭州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综合评价A等机构”
等称号。

钱江世纪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姚鉴在讲话中表示，钱江世纪城通
过优化投资环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强
大资本吸纳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创新转
化能力、服务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科技
中心”。浙商银行总部正式签约落户钱
江世纪城，已成为钱江世纪城打造钱塘
江金融城的标志性事件。他认为，“浙商
银行钱江世纪城支行的设立，必将为世
纪城金融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辖
区企业和居民带来更加现代化的金融服
务，希望把支行打造成辖区内规模最大、
业务最精、服务最优、口碑最佳的银行网
点”。

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是杭
州分行下辖的第39家支行，从筹建到成
立，短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业务精、素质
高、作风硬的优秀员工队伍。支行于
2018年11月8日试运营以来，秉持“服
务本地经济、服务当地居民”的理念，为
客户提供微信预约叫号、自动开卡、智能
理财、智能安保等一系列新型体验，开展
房抵点易贷、按揭数据贷、双创菁英贷等
特色金融服务。该行负责人表示，钱江
世纪城区域内智能制造企业、优质上市
公司聚集，支行将因地制宜服务园区企
业、楼宇经济，通过活用本行三大平台、
投顾贷、涌金司库等特色产品，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努力打造集流动性服务、资本
市场服务、自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
银行。

■记者 王建平

近日，“2019时代浙商年会论坛暨时代
浙商年会”在杭州举行。

本次论坛旨在共同构建时代浙商企业
家共创、共享、共赢、共融的合作机制，打造

“时代浙商企业家好声音”“时代浙商企业
家好项目”“时代浙商企业家好资源”三大
高端对接平台。论坛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场
高端务实、项目与资本对接的合作盛会。

重量级嘉宾
主讲新经济、新投资机会

本次年会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媒等
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共同探讨国内、国
际市场的发展趋势。

开场演讲是经济学家、宏观政策研究
专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专家史炜带来的
《经济新引擎——新时代下的产业机遇》。
在演讲中，他讲述了面对新的一年中国经
济发展将迎来哪些新变革？中国几千万民
营企业在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将迎来怎样的
新机遇？如何在新时代趋势下把握产业投

资机遇？
随后，原IBM全球副总裁、现任赛伯乐

国际董事长王阳带来《2019下一个投资风
口藏在哪里》的主题演讲。王阳认为，人工
智能是当今时代资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
赛伯乐公司曾以3000万元成功投资了“挂
号网”，5年时间估值增长50倍，创造投资
界传奇。王阳在演讲中表示，下一个50倍
成长的“独角兽”，很可能来自人工智能领
域。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核心的人
工智能技术，将成为新经济的驱动力。

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涌现了许多优
秀的新生代企业家。锌财经的创始人，同
时也是浙商新生代企业家代表潘越飞与大
家作了精彩分享。他年仅32岁，独创报道
80后企业家的财经新媒体，他的拼搏换来
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上线一周估值破亿
元，上线三个月平均全网阅读量超过95万，
被媒体誉为是“中国成长速度最快的商业
财经新媒体”。

8090新生代启动仪式

据统计，未来五到十年，将有300万家民

营企业面临着“接班”的问题。新生代们如何
进行接力？能否真正发力？是否能做到给
力？传承换代成为时代变革的关键问题。

时代浙商致力于打造新经济时代的掌
门人，培养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新
生代”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用实际行
动向社会证明，他们将支撑中国民营企业
的未来。

在镭射灯的指引下，8090 新生代项目
正式开启。

老一辈的“创一代”们赶上了改革开放
的契机，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创业成功。
新生的“二代”们，要接过家族的接力棒，再
创辉煌。在巅峰对话环节，新财道财富管
理合伙人、家族学院企业导师蔡骅为大家
主持。本次活动邀请到了优秀企业家一
代、二代的“代表”人物，两代人面对面共话
传承——讲述家族“传”说。

本次巅峰对话环节的参与者是：“创一
代”代表：王漪波、贾凤仙、黄振其；“二代”
代表：陈奕涵、潘越飞；时代浙商金融研究
院院长：沈松华。

企业家精彩亮相

第一位亮相的企业家叫赵夏。她是杭
州潮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潮童星”
品牌创始人、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荣
获“浙商女杰”中唯一一位教育企业家；联合
国2018年全球商界卓越贡献女企业家。

作为一个80后创业者，她把“潮童星”
从创建初期的小小艺术工作室，发展到集
艺术培训、包装、经纪、演出为一体综合性
专业机构，童模产业化链条更趋于成熟，实
现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儿童产业资源整
合。同时她把中国的美育教育以品牌的形
式推上了国际舞台，打破了中国形体教育
无品牌的局面，她让中国儿童美育教育、中
国儿童时尚品牌走出国门。

第二位是夏慧玲。她是浙江立镖机器
人有限公司创始人,物流机器人的开拓者。

电商行业迅猛发展，物流问题已经成
为快递行业一大问题。在智能化趋势下，
巨头纷纷开始布局智慧物流系统，抢占“第
一速度”，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零售巨头以
及物流行业的重量级推手。全球首创的物

流自动化分拣机器人——小黄人，发明者
就在时代浙商精董班3期，这是一家不为大
众知晓的创业公司。

第三位是王晓冬。王晓冬是汉尔姆建
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已参
与编制三项国家级行业技术标准，并为
G20主场馆、金砖会晤新闻中心提供建设
服务。

汉尔姆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
过程中，一直高扬自主技术创新的旗帜，先
进的工业设计以及精密制造技术，使得汉
尔姆被业内称为装饰业界的“苹果”。

第四位郑战云。他是浙江途韩进出口
有限公司董事长，专注于医疗行业生态链
建设。

作为将资本和实体产业进行紧密结合
的实践者，郑战云把实体经营的智慧融通于
风险投资，兼具企业家和投资家的角色。

本次活动中，时代浙商金融研究院还发
布了2018时代浙商——最佳合作奖榜单、
2018年度时代浙商——年度成长价值企业
奖榜单、2018时代浙商——企业家传承奖榜
单以及2018时代浙商——贡献奖榜单。

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外景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外景 ““高大上高大上””的营业大厅的营业大厅 工作人员微笑迎客工作人员微笑迎客

浙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浙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杭州分行行长陈海强等总杭州分行行长陈海强等总、、分行领导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有关领导参加开业剪彩仪式分行领导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有关领导参加开业剪彩仪式

时代浙商金融研究院年会高朋满座

人工智能，将成为下轮资本追逐的“猎物”

行领导和员工参加开业仪式行领导和员工参加开业仪式

活动时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
活动对象：中国银行Visa、万事达标识个人信用卡

持卡人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每个自然月内，凡持中国银行

Visa、万事达标识个人信用卡，在境外线下实体商户不限
时段、不限地区通过卡组织网络刷卡消费，单笔满等值
5000元人民币，即可获交易金额10%的返现奖励，每笔最
高返现不超过等值800元人民币。每月每客户限参加1
次，每月限前10000个名额。

活动期间，每个自然月内，凡持中国银行Visa、万事
达标识个人信用卡，在境外网上商户不限时段、不限地区
通过卡组织网络刷卡消费，单笔满等值600元人民币的交
易达到5笔，即可获交易金额10%的返现奖励，每客户每
月最高返现不超过等值600元人民币，每月限前8000名
客户参加。

产品名称
乐赢稳健周期63天A款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轻松投91天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半年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一年A款

乐赢成长周期91天A款

乐赢稳健和信1845期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902期(保本）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903期(保本）

产品期限

63天

91天
182天
357天

91天

89天

91天

91天

测算年化
收益率/业绩基准

4.80%
4.35%
4.30%
4.40%
4.45%
4.45%

4.1-5.1%

4.2-5.2%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20万元

5万元

1万元

20万元

截止日
每周释放
5亿额度

每日申赎
T+3起息

每日申赎
T+1起息
1月9日

1月13日

1月13日

产品名称
安邦裕泰两全保

险（万能型）
安邦乐赢两全保

险（万能型）
君康惠享5号B款
两全保险（万能型）

产品期限

5年

3年

5年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5年测算年化
5.0%左右

满3年测算年化
4.5%左右

满5年测算年化
5.4%左右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特色
满5年测算年化
收益可达5.0%
日日复利、月月

结息
目前保单质押贷
款利率仅5.35%

截止日
额度有限，售

罄为止

售罄为止

售罄即止

理财替代型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