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2019年8月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燕红8

咨询电话：83691828 82652794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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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60709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邮储银行萧山支行信用卡特惠活动

一、10元看电影

即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邮储

银行萧山支行信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

至25日消费满999元，次月可享“萧山

德纳IMAX影城10元看电影”。

二、一元洗车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邮

储银行萧山支行信用卡持卡人上月1

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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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设备免费送，更有豪礼相送，

单位团办可直接上门安装

更有世纪联华5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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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82810676。

萧山分行 特约

萧山分行营业部：82665036
江南支行：83696913 江东支行：82555768
网址：WWW.ICBC.COM.CN

幸福分期卡做e分期，1年手续费仅
2.7%，购车、装修等畅刷无阻。最长可分
5年还款，提前还款免收违约金。至工行
营业网点申请，最快实时办卡，现场即办
e分期。

1.工银e生活新客礼。首次申办幸
福分期卡的新客户，卡片核发30天内启
用，启用后30天内有一笔满66元的绑卡
消费，即可在“工银e生活”APP——“新
人专区”——“爱购新客礼”专区领取奖
品。奖品分为66元返现、168元e生活
电子通用券、666元e生活电子通用券3
种，系统随机派发奖励。

2.容时容差。3天还款期限，10元
还款宽限差额。

3.账户安全险+账户安全锁。只要
您办理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在分期还
款期内，每月可视为有用卡消费，无需额
外用卡，即可自动获赠保险服务；您当月
用卡任意1笔，即可获赠次月保险服务；

五把账户安全锁，祝您全面防控风险。
4.微信、京东支付享积分。绑定微

信、京东支付消费累计工行积分，积分可
在工银e生活APP或e支付精选商户消
费时抵扣现金。

5.幸福分期卡办理e分期方式。
（1）线上申办信用卡（扫下图二维

码）
可在申办成功后，持本人身份证和

幸福分期信用卡至当地工行营业网点申
请办理e分期。

（2）线下申办信用卡
可至工行网点自助机具申请幸福分

期信用卡（电子卡），最快实时办卡，现场

即办e分期
6.小提示：在网点办理首笔e分期

后，从第二笔起，可通过“工银e生活”
APP或“中国工商银行”APP足不出户线
上办理e分期。

营业部 82622705

萧绍路支行 83862184

城建支行 82811463

南江支行 82660132

市心支行 82620848

商业城支行 82759727

新塘支行 82719192

临浦支行 82471139

河上支行 82206065

义桥支行 82406176

闻堰支行 82301376

开发区支行 22863231

信息港支行 82690181

鸿达路支行 22863237

宁围支行 82604666

新街支行 22855569

钱江世纪城支行

83532378

红山支行 22855596

衙前支行 82795999

坎山分理处 82511191

瓜沥支行 22869003

党山支行 82552195

义盛支行 82161303

临江支行 82901098

靖江支行 82192554

头蓬分理处 82181420

所前支行 82770102

益农支行 82520569

党湾支行 22866687

金城路支行 82892091

钱江支行 83893026

河庄支行 83899730

南阳支行 83869635

热热热！
不想出门接受高温“烤”

验？
农行ETC线上签约来啦!
足不出户线上申请，

OBU免费邮寄
活动期间还享高速通行

费6.6折优惠！
微信扫码自助申请

（农行借记卡、信用卡均可绑定）

详情可咨询农行萧山分行以下网点

农行ETC快捷又优惠

建行萧山支行向萧山信息港授信10亿元
■记者 徐燕红

7月 29日，“科创培育新动能 普惠金
融助双创”银企党建联盟主题党日活动举
行。在会上，中国建设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向萧山信息港小镇普惠金融整体授信10
亿元，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组织部联合区
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举办，是我区成
立银企党建联盟以来的首次主题党日活
动。

在上个月，我区33家银行、47家百强
企业、13家上市及培育企业、10家数字经
济梯队企业和19家特色小镇、科创园共
112家单位共同成立银企党建联盟，旨在
搭建银企党建合作平台，推动银行与企业
深入合作、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作为联盟副主
席单位，建行萧山支行一方面持续加大普

惠金融支持力度，做好镇街平台两新工委
与银行党组织对接，积极为辖区内企业、
两新集聚区做好金融知识与政策宣讲活
动；另一方面持续扶持科技型企业成长，
关注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营造优质的发
展环境。

当前，全区上下大力宣传创新强区战
略，而创新是智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
事物，有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资金支持，
创新才能开花。在本次活动日上，建行萧
山支行向萧山信息港小镇普惠金融整体
授信10亿元，开启了普惠金融促进双创的
新篇章。据了解，这10亿元将重点扶持萧
山信息港小镇内的科技型企业。“萧山信
息港汇聚了一大批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我
们将扶持企业创新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据建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科创培育新动能、普惠金融助双
创’，这既是未来银企联盟共同努力的方
向，也是建设银行‘三大战略’中普惠金融

与金融科技的战略体现，萧山建行一定扛
起国有大行责任担当，为萧山区迈向新的

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建行萧山支行行
长童建荣表示。

区委两新工委书记、区委直属机关工
委书记孙建平，人行萧山支行行长朱华
明，区金融办副主任赵永强就银企合作、
互助共赢、助推双创提出工作计划及展
望。

同时，会上还向银企党建联盟成员单
位的特色小镇、科创园、商务楼宇等授牌

“党建联盟”，并还向参会其他科创园授牌
“普惠金融服务点”。

人行萧山支行、建行萧山支行、萧山
区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杭可科技”还分
别就征信赋能政策、建行普惠金融产品以
及科创板上市成功经验进行宣讲，让与会
者受益匪浅。

出席本次活动有萧山区19家列入区
银企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的省市特色小
镇、区级科创园、商务楼宇负责人及下辖
代表企业，以及区内8家部分省市级孵
化园、科技园区等单位负责人及代表企
业负责人。

首次银企党建联盟主题党日活动举行

工银幸福分期信用卡 让幸福来得早一点

科创板如火如荼，吸引了大批股民
关注。首批25只科创板股票上市后，市
场表现不错。不设涨跌幅限制的第一周
5个交易日，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股价
较发行价平均涨幅约140%，总成交额突
破1400亿元。

“原来工作忙，没有特别关注科创板
这个事情，后来听说同事打新中了赚了
不少钱，我也去开通了，前几天去打了两
只新股，不过没中。我会继续打新，毕竟
打到就是赚到。”昨天，在杭州某IT公司
工作的吴先生告诉记者，言谈中表现出
对没有及时开通科创板去打新的后悔，

“感觉损失了几个亿。”
数据显示，打新大军正在迅速扩

充。在第一批科创板公司中，交控科技
创下首批科创板新股中有效申购户数最
高值，为310.97万户。7月29日晚间，晶
晨股份、柏楚电子2家科创板公司公布
了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其
中，晶晨股份有效申购账户突破321万
户，柏楚电子的有效申购户数为320.76
万户，与第一批科创板公司中最高申购
户数310.97万户相比，又增加了10万
户。“这其实很好理解，现在打新红利还
在，有资格参与的肯定会去玩一下。有

的人一开始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有利
可图，就赶紧去开户参与打新。”杭州一
位金融从业者告诉记者，他身边也有不
少人向他咨询科创板开户问题，有的早
早开了户，也有的这几天才去开。

据银河证券介绍，从后台数据来看，
自7月23日起，在银河证券客户中申请
开通权限的请求数从原来每天几百笔激
增至近万笔，表明科创板开市交易之后，
更多符合参与标准的投资者陆续申请开
通权限。

据《每日商报》

新增10万股民“杀”向科创板

一、活动时间：2019 年 8 月 7 日至
2020年 4月20日，每活动日上午10：00
开始

二、活动对象：持中国银行62开头银
联卡使用银联手机闪付（华为Pay、小米
Pay、Apple Pay、三星Pay）产品用户

三、活动内容：
1. 在网易严选APP，每活动日上午

10：00起，持中国银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
使用银联手机闪付（华为Pay、小米Pay、
Apple Pay、三星Pay），可享5折优惠，最
高优惠15元。

2.每日名额限量300个，先到先得。
同一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1次优惠，当月
累计限享受2次优惠。当日活动剩余名额

可至云闪付APP查询。
对于活动规则如有任何疑问可详询

95516，如有任何疑问请于活动结束后两
周内前提出，逾期将不予处理。

中行联合严选5折购
最高立减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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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线上
申办信用卡

建行萧山支行向萧山信息港小镇授信10亿元

发行期间，频频上演“百亿申购”“比
例配售”“一日售罄”等火爆场面的科创主
题基金，随着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这些
顶着光环的基金也迎来了收获季。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以来，有18只
科创基金陆续成立，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
为2.2%，收益率最高的科创基金，成立不
足2个月已获得7.42%的回报；约570多
万户基金持有人在科创基金的净值上扬
中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目前
多数基金净值更新到上周五），前三批18
只科创基金（A、C份额合并计算）自成立
以来平均收益率为2.2%。其中，收益率最
高的富国科创主题3年基金，6月11日成
立以来，收益率达到7.42%，富国科技创

新、工银科技创新3年两只基金的收益率
也分别达到5.92%和5.66%，与富国科创
主题一起，成为目前赚钱能力较强的3只
科创基金。

从业绩归因看，科创板新股申购是这
些基金取得出色业绩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目前业绩排名前12的科创
基金中，有11只产品公告称获配了科创板
新股，获配金额从85万元到6925.82万元
不等；获配金额占基金净值比例在
0.08%—6.8%之间。其中，博时科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基金位居此类基金首位。科
创板开市第一周，博时科创主题基金当周
收益达到2.75%。

据《证券时报》

18只科创基金全获正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