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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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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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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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税务“E课堂”开讲

■通讯员 叶晨静

近日，萧山税务首堂“钱潮E税”E
课堂开讲。据悉，这是萧山区税务局
首次开设“E课堂”，通过网络直播形
式为全区纳税人开展税收宣传，旨在
为更好宣传减税降费政策，使纳税人
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此次的“E 课堂”针对 5 月关键
征期，讲解了包括深化增值税改革
政策实施后的申报操作、社保新
政、所得税汇算清缴及新版企业税
收知识，既有政策文件也有申报操
作，既有复杂的报表分析也有基础
的税收知识，满足了不同纳税人的
知识需求。

“E课堂”的首次开课，当天平台
企业激活就超过 2200 户次。手机
尾号为 9937 的企业用户在直播平
台留言到：“这样的学习形式真好，
还可以课后回看。”

据了解，今后萧山区税务局还
将结合阶段性税收新政和咨询热
点，定期和不定期通过萧山区征纳

沟通平台开展“E 课堂”活动，为全
区纳税人打造一个“专家云集、干货
满满、覆盖广泛、互动高效”的网上
学习平台。纳税人只需登录萧山区
征纳沟通平台，就可获得最新的税
收资讯和学习课程。

■通讯员 于回

5月17日，浦发银行联合中国移动在
上海张江推出5G+智慧银行网点，并完成
5G网络环境下首笔银行卡开卡业务。该
网点展示了在5G网络、生物认证、混合现
实等技术支持下，银行正在逐步实现云服
务架构、沉浸式体验、无介质交易等。

此次发布的5G+智慧网点已初步展示
云端化服务的创新成果。中国移动已率先
为该网点提供了5G网络覆盖，浦发银行

i-Counter智能柜台已可通过连接5G网
络为用户提供金融服务，使得智能设备的
机动性、灵活性和工作效能大幅提升。

在浦发银行5G+智慧网点，用户还能
通过4K高清视频远程连接理财顾问，交互
体验更加直观。通过远程服务，客户可与
更多的理财顾问沟通，获得更全面的服务
信息。远程服务还能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
签约、用户信息修改、卡激活、解挂失等。

同时，在该网点中，浦发银行创新推
出了由空气虚拟成像技术和AR眼镜组

成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当用户在网点服
务的过程中，提出专业度较高的需求时，
可远程连接理财顾问，理财顾问将以全息
投影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客户面
前，提供“面对面”服务。此外，对话过程
中涉及的信息也将以混合现实方式真实
展现。

另外，浦发银行5G+智慧网点将5G
与生物认证、边缘计算等技术相结合，探
索替代传统基于银行卡的客户认证方式，
并辅以对接后台智能化营销服务引擎。

浦发银行推出5G+智慧网点

■通讯员 王节

日前，在品牌杭州·2019中国（杭州）
金融科技论坛上，“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
获得“2019年值得推荐的金融新媒体品
牌”奖项。

2014年初，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顺应潮
流趋势，主动拥抱互联网，打造了极具特色
的“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网络金融营销服

务平台。截至目前，用户数已达120万户。
“信e通”应用模块分银行服务、缤纷活

动和信e通商城三部分，其中银行服务模
块，能够满足客户业务办理、账户查询、资产
查询、网点搜索等需求，客户可以7×24小
时与银行进行实时双向信息交互，弥补了通
用服务渠道无法及时提供本土化服务的功
能缺失。用户只需要关注“中信银行浙江信
e通”微信公众号，买理财、查工资、办信用

卡、申请贷款统统可以实现，再也没有奔波
网点、长时间排队的痛苦。

同时，“信e通”不仅是掌上银行，还
是活动乐园，各支行会在该模块中不定期
推出各类专属活动，为特定客户群提供个
性化增值服务。另外，在“信e通商城”模
块中，用户可以用信e通金币兑换手机话
费、加油卡、电影票、洗衣卡等，也可以兑
换各大网络商场以及实体店的消费券。

中信银行信e通获“金融新媒体品牌”奖

■记者 徐燕红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越来越低了。”萧
山城区的姚女士不禁感概，“从去年年化
收益比比皆是的5%到现在的4%多，足足
跌了1%了。”

姚女士的感受，从普益标准发布的数
据中也反映出来——4月份全国整体银行
理财收益平均水平已经“破 4”，降至
3.95%。

萧山19家银行
预期年化超4%的理财居多

虽然全国整体理财收益水平破
4%，但从本报统计的萧山 19 家银行
理财产品看，目前萧山多家银行在售
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超 4%的
依然占多数。

比如萧山农商银行新客理财，起投金
额1万元，期限365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6%；中信银行新享理财，起步金额1万
元，期限63天，预期年化收益4.5%；浦发
银行同享盈增利之新客户理财计划，预期
年化收益4.5%。

除了一些新客理财，一般客户的理财
产品收益也能达到4%。像浙商银行的大
众客户理财永乐1号365天型，起投1万

元，预期年化收益4.36%；南京银行杭州特
供，期限182天，起投20万元，预期年化收
益为4.5%。

但从统计中，记者发现预期年化收
益率在5%及以上产品的银行理财产品
寥寥无几。从本周的理财产品中看，华
夏银行的龙盈2号净值型理财产品，近
7天年化收益率达 9.34%。但该款产品
收益处于浮动收益。

目前，随着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背景
下，银行理财价格指数和平均收益率或
许将继续下滑。萧山一位业内人士说：

“目前建议配置中长期产品锁定利率，
来抵御利率下行的风险。”

净值型理财产品开始趋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以来，随
着资管新规、理财新规以及《商业银行理
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陆续发布，银行理财
产品结构已逐渐发生变化，银行理财产品
净值化转型速度明显加快。

对于市场的这一点变化，萧山城区的
李大妈敏感地察觉到了。“银行现在卖的
非保本理财产品相比以往种类好像多了
不少。”大妈口中说的“非保本理财”正是
净值型产品。

从南京银行萧山支行发布的理财信

息中看到，热销灵活理财产品中，像理财
管理计划2号、悦享A款1个月等几款都
属净值型理财产品，近七日年化收益都在
4%以上，其中悦享A款1个月上期年化收
益率为4.68%。像上文中提到的华夏银行
的龙盈2号近期也是收益相对较高。“现在
来买净值型产品的人多起来，一方面还是
因为收益还普遍不错。”

“净值型理财产品好像多了很多？”面
对记者这一疑问，萧山一位理财经理称，

“我们行今年净值型的理财产品比往年确
实多了不少，从最初的只有一天、一个月的
净值型产品，现在期限基本上有半年、一
年、三个月，而且收益也还可以。”

4月全国银行理财平均收益水平跌破4%
萧山19家银行预期年化超4%的理财产品依然占多数

扫一扫萧山区征纳沟通平
台，就可获得最新的税收资讯
和学习课程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博时优势企业

产品期限

——

——

预期年化收益率

近6个月年化收益率5.44%

该基金经理掌管的产品连续5年
战胜沪深300指数

起点金额

——

——

产品特点

代码：202103

代码：160526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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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乐赢成长和信1913期
乐赢成长和信1914期

薪金煲天天利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产品期限

63天

91天

93天
184天

最短
持有1天

3个月—2年期

测算年化
收益率/业绩基准

4.50%

3.95%

4.30%
4.40%

7日年化
3.6%

2.8%—3.25%

起点
金额

1万元

5万元

10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美元

备注

每周一10点
释放额度

截至5月27日

截至5月26日
截至5月26日

每天快速赎回额
度50万元，支持
各类消费场景

保本保息

5月22日，农发行萧山支行邀请六进
消防安全教育中心教官，为全体员工举办
了一场消防知识安全培训。教官结合近
年来的火灾案例，特别是高层建筑、电气
火灾案例等特征，就消防日常管理、平常
检查以及疏散逃生的基本常识、消防火灾
的应急和预防、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通讯员 李燕 摄

农发行萧山支行举办消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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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3519
AD2471
AD2472

BC3602
BD2428
BD2429

DC3188
DC3189
DD2205
DD2206

业绩比较基准

4.46%

4.36%

4.50%

4.40%

4.4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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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5月29日
5月23日-5月26日
5月27日-5月29日

5月23日-5月29日
5月23日-5月26日
5月27日-5月29日

5月23日-5月26日
5月27日-5月29日
5月23日-5月26日
5月27日-5月29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