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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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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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和谐康顺护理险
（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石
恒利”

产品期限

6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测算年化单利最
高5.13%/年

保额按3.5%复
利递增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汇添富价
值精选

华安智能
生活

（519069），成立10年多，累计收益近500%

（006879），明星基金经理胡宜斌管理，聚焦
5G产业链，寻找核心科技技术优质公司，
2019年4月份成立至9月中旬，收益已经接

近40%。

产品名称

乐赢稳健和信定开1号

乐赢稳健和信系列
结构性存款

薪金煲天天利

乐赢美元稳健周期理财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起购
金额

1万元

5万元
1万元

1万元

2000
美元
5000
美元

产品
期限

封闭期2年
之后每月开

放
3个月
3个月

最短1天

92天/365天

6个月

业绩基准/
预期年化

4.7%

4.0%
3.8%-4.0%

7日年化3.2+%

2.5%/2.9%

2.67%

备注

参与乐享券活动

参与乐享券活动
安心之选

交易日内赎回无限
额，每天快速赎回

额度50万元

新资金有尝鲜红包

新资金有尝鲜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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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g-10kg优惠1元/克；
10kg-20kg优惠2元/克；

20kg优惠3元/克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推荐贵金属产品

杭州萧山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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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钱塘新区支行（周一至周日）钱塘新区义隆路203号（大江东医院斜对面） 8292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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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czbank.com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187天型年化收益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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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银保监萧山监管组等部门近日赴有关银行展开调研，听取银行机构对服务我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意见建议

■通讯员王节

年近花甲的王老师很少使用手机银
行，然而在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他却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在现场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他下载了中信银行的老年
版手机银行，成功办理了一笔生活缴费
业务。

作为中信集团“金融+科技”板块的
代表，中信银行在会上集中展示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最新技
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让客户亲身体验
到了有温度的智慧金融服务。

24小时不间断，服务更便捷

一部手机、一个App，连接起银行与
客户间7×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做到了

“客户需要的时候，中信银行的服务就在
那里。”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中
信集团展台的互动体验区吸引了络绎不
绝的观众前来体验。“在手机银行里，我
们客户能够感受到全方位宠爱。”一位中
信银行老用户在现场深有感触地说，吸
引他的不仅是银行商城每周都有1元购

大米等秒杀活动，更有高性价比的各类
商品，他因此也成了中信手机银行的“常
客”。

目前中信银行手机银行不仅提供包
括理财、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个性化
金融服务，同时也提供电商服务、出国服
务等生活服务。客户还可以通过手机银
行领取“饿了么”“京东读书会员卡”“双
人体检大礼包”等热门权益，改变了手机
银行常见的“用户不下载，下载了不打
开，打开了不动账”情况。

互联网在带给客户更多价值的同
时，银行自身也尝到了甜头，实现了双
赢。目前，中信银行95%的金融产品是
在线上渠道销售，客户不用往银行跑，手
机银行轻轻一点就能满足大部分金融服
务需求。

历经5次大版本的升级改造，中信手
机银行已经实现了“会说话”“很聪明”

“很可靠”“懂生活”，达到了智能化、便捷
化、人性化的目标，功能更丰富，流程更
快捷，界面更清新，提供更有温度的贴心
服务。中信手机银行以“有用（effec-
tive）、有趣（enjoyable）、有情（emo-
tional）”为核心的“有温度”服务新范式，

获得了业界和用户的好评。

精准服务，更懂客户

在这次互联网大会上，中信银行展
示的一款“悦动理财”产品引起了现场观
众的极大兴趣。这款产品顺应客户的健
康潮流而开发，产品收益性比货币基金
更高，安全性比网络理财好，流动性和货
币基金一样便捷。在这次互联网大会的

“中信微课”上，中信银行电子银行部表
示，老百姓的需求概括起来无非是“衣食
住行娱”，这些需求最终都会催生消费行
为，而一切消费行为都离不开支付，离不
开账户，所以也就离不开银行。客户的
消费选择，与客户的年龄、财富和收入强
相关。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银行给
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更懂客户的
产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中信银行主
动拥抱互联网思维和理念，以客户需求
为中心，分析客户、解决痛点，进而量身
订制、精准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在客
户最需要服务的时候，提供最恰当、最专
业的产品，就是银行给客户的温度。”

■记者郑舒铭通讯员楼超华

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
副行长叶余有等有关负责人赴中国工商
银行萧山分行调研，听取该行服务我区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情况汇报。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行长施锡昌
称，截至今年9月末，该行存贷款规模双双
突破400亿元大关，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
额130.8亿元，比年初增长9.6%，普惠贷款
余额29.33亿元，增幅达到125%。

民营企业是萧山经济的特点和优势，
小微企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
以来，工行萧山分行坚持回归金融本源，
把服务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作为战略方
向和大行责任，积极发挥好国有大行的示
范引领作用。

据介绍，该行服务企业呈现“诚、实、
新、好”四大特点。所谓“诚”是指真诚服
务企业。该行提出“四个一批”举措：对主
业突出且经营优质的民营企业，加大支持
力度促其更高质量发展；对具有潜力但暂
时困难的民营企业，多措并举促其稳定发
展；对面临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有效帮
扶促其走出困境；对融资已形成不良、解
困无望的民营企业，加快资产出清。同
时，该行坚持“真做小微、做真小微”，重点
支持单户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客户。另
外，该行切实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从评估、
结算等环节入手，累计为企业减负14项费

用，其中减免评估费24万元、减免结算手
续费259万元；实行LPR利率政策、实际
为企业下调贷款利率。截至今年9月末，
该行民营企业新投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87%，较去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小
微企业新投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54%，
较去年同期下降0.57个百分点，累计为企
业让利超过2200万元。

“实”则指该行落实尽职免责，建立敢
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出台民营企
业、普惠领域信贷从业人员尽职免责管理

办法，对尽职免责做了详细界定，让客户
经理吃下业务拓展的“定心丸”。积极推
荐萧山民营企业进入总行优质制造业客
户名单，目前共有5家企业进入该项名单，
这些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下浮25个基点。
按照工行省行名单制，为萧山4家民企发
放中期流贷，同时积极申报我区优质民企
进入省行中期流贷客户名单。对普惠贷
款不受贷款额度限制，今年以来，该行普
惠贷款增量已经超过了全部贷款增量的
1/3。

“新”是指创新产品业务，助力小微企
业。以“后台大数据+前台标准化+智能
化”审贷模式，实现在线评估、极速审批、
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等功能。截至今年9
月末，该行“e抵快贷”客户481户、贷款余
额14亿元。推出“经营快贷”，满足小微客
户日常经营的小额贷款需求。运用大数
据及互联网技术，根据不同业务场景，为
小微客户提供在线信用融资服务。该行

“经营快贷”客户已达到53户,产品贷款余
额1149万元。推出“购建贷”，满足小微企

业购建生产办公融资需求。该贷款最长
还款期限10年，采用每月按揭还款的方
式，缓解了小微企业一次性固定资产投入
的压力。创新担保方式，与萧山中小企业
担保公司合作，为小微客户提供担保贷
款；借助供应链场景服务小微客户，目前
该行正在为恒逸集团等多个企业搭建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线上平台该行可
以直接为小微客户审批发放贷款。

“好”是指服务企业效果较好，截至今
年9月末，该行普惠客户944户、比年初增
加467户；普惠贷款余额29.33亿元、较年
初净增16.3亿元、增幅达到125%；普惠贷
款资金投放同比新增14.89亿元、同比增
速103%，增速为历年最高，体现了国有大
行的担当。预计到今年底该行普惠贷款
增量可以达到22亿元。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该行公司业务贷款余额276.7亿元、比
年初增加20.5亿元，公司贷款增幅位居全
省工行系统第五。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
额130.8亿元、比年初增加11.34亿元，民
营企业贷款增幅9.6%、高于公司贷款平均
增幅1.6个百分点。经营绩效综合考核名
列全省工行系统前列。

调研中，工行萧山分行就如何更好地
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出一些意见
建议。希望政府建立完善的民营企业信
息共享机制和融资服务对接平台，加快破
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该行也希望
人行向上级行争取再贴现规模，发挥货币
政策工具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
用。

人行萧山支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研
究上述意见建议，积极推动建立银行服务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工
行在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上继续积极
探索和实践，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发展。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诚、实、新、好”
工行萧山分行存贷款规模双双破400亿元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7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187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2.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达
到业绩比较基准。过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
转账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4.浙商银行ETC免费办理，符合要求者可享受8.5折优惠！详细情况
请电话咨询！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1241

AD2532
AD2533

BC2072

BD2482

BD2483

DC2035

DD2255
DD2256

业绩比较基准

4.35%

4.23%

4.40%

4.28%

4.43%

4.35%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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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0月31日-11月5日

10月31日-11月3日
11月4日-11月6日

10月31日-11月6日

10月31日-11月3日

11月4日-11月6日

10月31日-11月6日

10月31日-11月3日
11月4日-11月6日

风险
等级

较低
风险

较低
风险

较低
风险

中信银行打造智慧金融服务
手机银行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通讯员傅建萍

近日，萧山区税务
局党员干部开展“环境
美化靠大家”示范活动，
积极展示机关整洁形
象，全方位增进群众办
事的体验感。图为该局
党员志愿者正在利用业
余时间粉刷围墙栏杆。

美化机关办公环境
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