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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萧山支行深耕储蓄存款业
务多年，储蓄产品种类多样，深受广大客
户的欢迎。该行大额存单产品利率较普
通存款产品有所上升，能满足高净值客
户的金融产品配置需求。最新大额存单
产品表如下（仅供参考，额度有限，先到
先得）。

欢迎有任何存款需求的客户来邮储
银行萧山支行办理业务。如有金融服务
需求可致电联系：82655200。

储蓄存款 邮储银行值得信赖
大额存单产品

大额存单2019年八十期

大额存单2019年七十九期

起售金额

30万元

50万元

存期

一年

一年

年利率

2.25%

2.28%

■通讯员 王节

近日，微信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线下
公开活动“2020微信公开课PRO”在广
州举行，中信银行作为唯一一家银行代
表，与招商局集团、平安人寿共同荣获
2019年“智慧企业”奖。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信银行通过企
业微信的开放平台融合腾讯云的生态，
倾心打造了中信银行“智慧行政”服务体
系。“智慧行政”对于企业微信的应用有
着系统的规划和创新的想法。一方面，
智慧行政应用场景丰富而深入，把该行

“信守温度”的理念融入到对员工工作和
生活的点滴关怀之中，构建了围绕中信
银行的优质生态；另一方面，智慧行政赋
能零售、对公业务，利用企业微信与微信
生态的连接，构建创新营销工具，支持业
务发展。这也成为中信银行获得此次殊

荣的主要原因。
所谓“智慧行政”，即通过科技力量

实现行政服务数字化运营，变“员工跑
腿”为“信息跑腿”，从而让员工体验到便
捷、安全、智能的行政服务。据介绍，“智
慧行政”服务平台是应用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云技术等新兴技术搭建底层架构，
以产品化的思维、数字化运营的理念进
行研发的。该项目一期已于去年顺利投
产使用，目前提供的服务包括智慧楼宇、
员工服务和智能服务三大板块。智慧楼
宇包括无感考勤、会议预订、访客预约、
智能工位、移动报修、车位管理、餐厅流
量等；员工服务包括智能货柜、移动报
修、咖啡大师、事务预约、洗衣服务、行政
审批移动化等；智能服务包括行政大脑、
迎宾机器人、行政客服机器人等。其中，
微信小程序里刷脸考勤，企业微信APP
预定会议室、餐厅流量移动监测等功能

最受员工欢迎。
“我们在实际推广中，逐步发现‘智

慧行政’服务平台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管理质效、降低运营成本，它还
具备了产品化输出能力和拓展业务的价
值化属性。”中信银行行政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对银行内部，已经实现了
在多家分行开展模块化推广复用，大幅
度降低了行内重复开发成本；走出去还
可作为拓展零售、公司等银行业务的增
值产品和有力抓手。这是我们下一步努
力的方向。”

据了解，今年中信银行“智慧行政”
项目团队将重点赋能输出工作，更好助
力业务发展。同时积极推进项目二期建
设，拓展更多智能化应用。按照整体规
划，“智慧行政”服务平台未来将打造成
为开放生态模式，真正实现员工、企业、
合作伙伴的共赢。

中信银行获“智慧企业”奖

近期人民币汇率表现抢眼，走出一波
持续升值的行情。1月14日上午，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
据显示，14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954元，创下
去年8月1日以来新高。同时也意味着，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回6.8时代。

那么，人民币升值将会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影响？

换1000美元可省185元人民币

人民币重回升值轨道，对于春节期间
想要出境游或从海淘网站买买买的小伙
伴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人民币升
值意味着同等值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

的美元，有了更强的购买力。
算账后不难发现，现在选择出境游或

邮轮游，比四个月前合适很多。去年9月，
1美元兑换7.08元人民币，换1000美元需
要7080元人民币，如今1美元兑换6.895
元人民币，换1000美元只需6895元人民
币。不到四个月时间，换1000美元就可省
185元人民币。换得越多，省得越多。如
果是一家三口或五口举家出境游，吃住行
游购娱可能需要花一两万美元，那么仅仅
汇率这一块儿，比去年秋天时就可以剩下
好几千块。

当然，人民币涨涨跌跌，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谁也说不好。只要有换汇需
求，就存在汇率风险。近期打算出国旅游

的小伙伴，怎么能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
呢？那就是最好带一张全币种信用卡，因
为它可以及时消费，及时结清。

以前，国内银行发行的双币信用卡绝
大多数都是人民币加美元的双币信用卡，
在国外刷卡消费，如果你使用的是美元双
币信用卡，在结算时发卡组织将你消费的
当地货币转换成美元进行记账，待回国还
款的时候，再使用人民币按照当天的汇率
购买美元还款。这样一来，消费日和还款
日可能间隔一个月，这期间如发生汇率波
动，成本由持卡人承担。

如今，大部分银行都在发行全币种信
用卡。在国外刷卡消费，结算时发卡组织
将你消费的当地货币转换成美元，再换成

人民币，汇率使用的是消费当天人民币兑
美元的汇率，回国后只要还人民币就可以
了。及时消费，及时结清，能很好地规避
汇率风险，合理安排资金。

另外，有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升
值，让留学更划算，也可能点燃更多的留学热
情，但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却有不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接下来将怎么走

人民币接下来怎么走？中信证券分
析师明明债券团队称，近期人民币汇率表
现抢眼，出现多次日内快速升值的情形，
加之美国财政部宣布取消人民币汇率操
纵国的认定，故认为随着汇率走强，资本
流入趋势性增长，对于国内的资产价格利

好明确，股、债有望走出双牛。
高盛建议2020年买入人民币，理由是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将支撑人民币。高盛
预期，中国经济自去年第四季度迎来拐
点，有望在今年进一步向好。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市场忧虑有
所下降，同时受经济基本面、市场情绪与
资金面的共振推动，以及春节前结汇需求
增加、跨境资本流动保持平稳态势等多重
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美元指数走高的
状况下仍然维持强势运行趋势。

民生银行也认为，国际机构投资者对
中国的债券和股票的配置热情比较高，资
本项目流入有助于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推
动人民币升值。 综合媒体报道

春节出国游能省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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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萧山分行推出一款农行刷脸
贷，额度较高，利率较低，最低年利率可
至4.5%。一起来看一下。

刷脸贷特点：
1.申请易，微信申请享快速通道
2.额度较高，最高单笔可1000万元
3.利率较低，年利率最低可至4.5%
4.零费用，免评估费，免抵押费
5.用款活，随借随用，自助循环

那么如何办理刷脸贷？关注“浙江
农行微银行”微信公众号，进入“微网
贷”，按系统提示输入个人及房产信息
等，在线押品评估，专属客户经理将与您
电话联系。

农行刷脸贷 年利率最低可至4.5%

浙江农行
微银行

人民币重返6.8时代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普惠版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
93天计划

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2个月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87605

2301187630

2301187606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9

2301147311

2301177803

业绩比较基准
（%/年）

3.95%

3.92%

4%
3.87%

4%

3.89%

3.97%
3.8%
4.05%

申购
募集期

1月13日
-19日

1月15日
-21日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
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定价（%/年）

4.3%

4.3%

4.1%

价格生效日

申购募集期
1月15日-21日

申购募集期
1月14日-20日

产品名称

悦盈利24个月定开型D款

悦盈利6个月定开型D款

悦盈利6个月定开型E款

产品代码

2301192029

2301193017

2301193019

销售期

1月10日 -16日

1月19日-31日

1月13日-19日

业绩比较基准

4.27%-4.67%

3.97%-4.37%

3.97%-4.37%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发网上银行

公布的利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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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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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风险。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 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 江东支行∶83815319

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
人民币理财产品

■记者 徐燕红

跨入2020年，黄金再度大热。在萧
山商场里，黄金饰品价格已悄悄飙升到
每克400元左右。国际黄金市场，黄金
在前几日一度暴涨到1600美元/盎司，
创下了7年来的最高值。

在这样的趋势下，很多萧山投资者
都跃跃欲试，2020年黄金值得投资吗？

今年黄金总体或将延续向上趋势

1月6日，伦敦金黄金现货一度突破
1587.1美元每盎司，刷出近七年新高。
而这个记录在隔日又被打破，8日现货黄
金直线拉升，首次站上1600美元关口，
随后一度上破1610美元。但这几日已
回落到1560美元左右。

有分析人士指出，黄金作为避险资
产，在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后出现短暂上
涨行情十分正常。同时，此轮金价上涨
也与美联储降息周期重合，在美元疲软
和避险需求双重作用下出现大幅上涨。

对于今年黄金走势，《中国银行
2020年个人金融全球资产配置白皮书》
中认为，货币政策仍是黄金中长期走势
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持续宽松背景下，
今年黄金总体将延续向上趋势。而不
少萧山专业理财人士也纷纷看好今年
的黄金走势，其中一位银行理财专业人
员表示：“黄金未来或将保持上涨趋
势。”但也表示，投资者莫要一看到国际
金价上涨就跟风追涨。对于个人投资
者，可适当关注黄金ETF、黄金类上市
公司股票等。

拿黄金“以旧换新”的人开始渐多

每到年关岁末，不少萧山老百姓都会
买点黄金过春节、送亲友长辈。最近，萧
山实物黄金的销售价格也是一路上涨。

在金价创出新高时，实物黄金价格
更是涨幅不少。在8日时，记者问过几
家黄金店价格基本在400元以上，而这
几日金价有少许回落。

“今年春节比往年早，目前黄金已进
入销售旺季。”该店员表示，按照往年情
况，过年期间黄金销售额比平时多。

而在今年黄金价格涨势喜人的情况
下，选择黄金以旧换新的客户也多起来
了。萧山一家店员表示：“这段时间不少
人拿之前购买的黄金来兑换别的首饰，或
者卖掉。买得早的人肯定是‘赚到’了。”

今年以来黄金创近七年新高

2020年要配置黄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