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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最新财富产品推荐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热销理财产品

热销银保产品

重要提示：保险产品为我行代理销售，产品由其发行机构发行与管理，浙商银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推荐贵金属产品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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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销银保产品

萧山支行营业部：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2335971、82636221、83815316、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之江支行：83893155、82753383、83815320、83816071、82358587 江东支行：83686725、82636722、83815326、82575600
滨江支行：86623909、86652583、86625855、86628895 临江支行：82358593、82168383、83815271、83696256
江南支行：83686713、82636889、83815932 三江社区支行：83862366

热销基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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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
费！详情请咨询∶83686720 82733747 83862359

萧山支行营业部∶83686720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文化路支行：82721773 萧山市北支行：83815856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

近期理财产品

陶波 82891059
娄利剑 83812310
莫利君 82571210
蔡晶 83686849
张媛媛 82891622
俞方 82623439
顾少峰 82828320
曹莹 83899520
朱颖 82897319

陈佳轲 83893179
胡萍赞 83899961
郭立汉 82626910
梁燕 82965451
任立航 83696631
陈丽曼 82333705
陈福兴 83869197
陈贝贝 83899591

中国银行作为一家国有大行，一直在
外汇和跨境业务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依托其强大的海外分支机构体系、卓越高
效的专业服务团队，该行多年来为无数海
外求学的莘莘学子、环游世界的旅游达人
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金牌服务。

现在中国银行为答谢跨境客户的支
持，推出“升级有礼 尊享礼遇——百万话
费券月月大派送”活动，助力客户财富增
值，倾情答谢新老客户。

活动时间：2020年9月—2020年12
月，每月一期。

活动对象：2019年曾在中国银行办
理过结售汇、跨境汇出汇款、外币理财申
购认购、信用卡境外消费、留学贷款任一
业务的客户，且活动开始前三个月在中国
银行月均金融资产均低于5万元。

活动规则：上述特邀客户报名后当月
完成指定资产提升任务，次月通过核算确
认达标后，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我的——我的奖品”领取相应奖励

（填写报名信息时请确保填写的手机号码
正确有效，且为本人在中国银行的预留手
机号码）。

报名方式：1.关注“中国银行微银行”
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大众晋
升”——点击链接进入报名界面。2.通过
中国银行微银行、中国银行公众号推文以
及线下活动海报等，扫描活动二维码——
进入H5界面报名。3.登录中国银行手机
银行——进入首页或财富页面里的热门
活动——选择“特邀大众客户晋升计
划”——点击“我要报名”。

奖励规则
1.话费奖励
对于在本次活动界面报名的客户，满

足如下条件即可获得相应奖励（详见下表）

2.专属理财
对于符合报名资格的客户，每月发售

一款客户资产提升专属短期理财，先到先
得。另外，中行萧山分行面向中高端客户
推出积分回馈计划——尊享积分，客户可
使用尊享积分兑换健康体检、旅游出行、
文化娱乐等多项服务。客户可至就近中
行网点咨询理财经理。

中行举办跨境客户晋升回馈活动

月均金融资产提升至

5万元-20万元

20万元及以上

100万元及以上

奖励标准

30元话费

100元话费

300元话费

跨境选中行 一路伴你行

■通讯员 王节

李女士最近遇到了烦心事。因为名
字里包含生僻字，她在购房时在银行无
法办理房贷。因为银行系统无法打出她
的名字，她在银行没有开过账户，办理房
贷更是难上加难。幸好打听到中信银行
已解决生僻字问题，李女士顺利办理了
人生第一个银行账户，房贷问题也很快
得到解决。

据统计，中国10多亿人口中名字带
有生僻字的多达六千余万人。自2004
年1月1日换发二代身份证以来，原先一
代证手写的生僻字也纳入了身份证芯
片，可在公安部相关系统正常打印。但
姓名包含这些生僻字的公民们发现，在
公安系统之外如金融、电信、火车/航空
购票、税务乃至互联网等各公共服务机
构办理业务时遇到了各种障碍。

今年4月1日，随着中信银行生僻字

开关打开，相关系统改造全部成功上
线。上线以来,各系统稳定运行，生僻字
姓名客户的业务办理正常。自此，中信
银行成为金融行业领先解决生僻字问题
的银行，生僻字在该行核心系统、柜面及
手机银行App等电子渠道均畅通无阻。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带领生僻字客户
来中信银行实地考察并验证，认为“该行
生僻字处理方案及实践已经走在行业前
列”。

新客理财产品推荐

联系电话：82739513；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支行网点。

扫一扫萧山农商银行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多银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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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萧银理财·增盈
2020年第363期

募集时间

10月16日
-10月21日

产品期限

9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4.1%

起购金额

1万元起

■通讯员 朱世超

“我有一箱五角硬币，你们可以帮
我换一下吗？”“当然可以。”在工商银行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的大厅里经常会听
到这样的对话。该行积极为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的现金服务，是该行创建浙江省
现金服务示范网点的实事之一。

为进一步提升工商银行现金服务水
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现金服务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
召开创造优良的现金服务环境，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关于开展创建现金
服务示范区活动的通知》，工行钱江世纪
城支行作为示范区内网点着力开展示范
网点创建活动。

活动中，该行在网点门前张贴现金服
务公示牌，随时为百姓提供残损币、污损
币、零钱等兑换服务。同时，制定其他统一
的公示牌，其中包含金融机构现金服务承
诺书、现金业务告知书、现金业务操作流
程、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硬币）行业标准、
现金服务示范网点窗口、不宜流通人民币
兑换窗口、小面额人民币兑换窗口等几类
重点标识。

同时，加大网点工作人员培训，使网
点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人民币反假、不宜
流通人民币标准、残损币兑换标准、现金

业务办理流程等现金业务知识，安排专
人进行现金业务引导，提升现金业务办
理质量。

自开展浙江省现金示范区网点创建
以来，工行钱江世纪城支行通过利用业
余时间进社区宣传，在网点提供现金咨
询与预约服务，保证充足的小面额备付
金等举措，显著提升了现金服务水平，并
且将继续切切实实做好现金服务示范区
网点创建的各项工作，不断提升现金服
务水平，为公众提供兑换便利、存取便
捷、服务优质的现金服务。

■记者 徐燕红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终于止跌了！
据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9月封闭

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76%，较上期增加0.01百分点。这是银
行理财连跌6个月之后首次反弹。记者从
萧山18家最新的银行理财产品中发现，目
前部分理财产品收益也有所上浮。

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上浮

“最近发现理财稳住了，有的理财收
益还上浮了。”乐衷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周女士表示，“我经常购买的一家银行
的理财产品，1年期的预期年化收益有
3.98%，比之前买的收益还高。”

记者从近期萧山18家银行理财产品
来看，有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有所调整。比
如，位于人民路的一家银行，近期推出一
款90天的新客理财，预期年化收益从之前
的4.05%上浮到4.1%，上浮0.05%。某股
份制银行1年期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

益从之前3.95%上浮到3.98%。
银行活期理财收益也回稳。据融360

大数据，近期银行活期理财产品（仅监测
国有行、股份行及其理财子公司活期产
品）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2.83%，其中国
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活期理财产品平均七
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2.79%、2.85%。

在银行理财止跌回稳之际，余额宝
的收益率也有所上升。昨日余额宝7日
年化收益率为 1.7430%，万份年化收益
为0.4659元，也就是存1万元，每天的收

益不足0.5元，依旧维持在较低位置，不
过相比今年的低点已经出现较明显的反
弹。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如何选择？

当前，各银行处于净值化转型阶段，
净值化理财产品越来越多，如何挑选净值
型理财产品，成为不少投资者关注的问
题。

萧山一国有银行理财经理认为：“选
择净值型理财产品，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理财产品，学会通过阅读产品合同，去识
别产品的底层资产、估值方法与投资逻
辑，如果无法判断，建议咨询理财经理。”
她同时表示，“净值型产品收益会有波
动，如果不知道产品底细很容易盲目操
作。”萧山一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表示：

“投资者需关注产品风险等级，一般R2
等级，风险较低，对于投向有严格控制；
如果R3以上等级产品，产品投向中基本
含有权益类。投资者应选择适合自己的
风险偏好。”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止跌回升
9月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76%

中信银行成为领先解决生僻字问题的银行

工行钱江世纪城支行开展现金示范区网点创建工作

产品列表
一、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二、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三、天天理财—升鑫赢
升鑫赢A-1号

注：升鑫赢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0年10月14日

产品代码

AC2259
AD2637
AD2638

BC2152
BD2572
BD2573

近七日年化3.5976%

业绩比较基准

4.10%

3.93%

4.15%

4.00%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线上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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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购，工作日9:30-15:30可实时申购、赎回（到账）

认购期

10月15日-10月21日
10月15日-10月18日
10月19日-10月21日

10月15日-10月21日
10月15日-10月18日
10月19日-10月21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保险（万能型）

工银安盛鑫如意六号（终身险）

期限
5年

终身（趸缴/年缴）

最新结算利率
4.26%

保额按3.2%年复利递增

起点金额
10000元起
5000元起

发行机构
和谐健康保险
工银安盛人寿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低风险

产品名称

交银博享长三角价值投资一
年定开13号

交银博享长三角价值投资三
年封闭式11号

周周盈1号

周周盈2号

现金添利个人

沃德悦享7天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类型/风险

净值型理财

净值型理财

结构性理财

结构性理财

非保本浮动收益

销售时间

10月14日-20日

10月15日-21日

10月13日-17日

10月14日-18日

银行工作日
8:30-15:30

产品期限

1年

3年

按周期滚存
（7天）

按日计息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4.3%

业绩比较基准5.00%

1.48%-3.26%

1.48%-3.26%
最新年化收益率2.8%

最新年化收益率2.93%

起点金额

1千元

1千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
天天利2号
日享天开

乐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乐赢稳健周期91天
A（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轻松投91
天（贵宾提升专属）

乐赢稳健纯债轻松
投一年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6个月

3个月

3个月

一年持
有期

业绩基准
2.7%-3.0%
2.7%-3.2%
1.75%/3.2%/

3.5%

4.10%

3.80%

3.95%-4.45%

备注
工作日交易时间

赎回无限额

每周滚动发行，
安心之选

每周一10点10
亿元额度

预约购买，单人
限购50万元

锁定期平稳运
作，期满后随时

赎回

产品名称

和谐康顺护理险
（万能型）

昆仑福享金生

中信保诚基石
恒利

产品
到期

6年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
4.76%

3.8%-4.15%，
封闭三个月后70%资金
每周可提取，支取灵活
保额按3.5%复利

递增

起购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华安添瑞
（009400）

广发趋势优
选（000215）

起购金额

1000元

1000元

期限
6个月
锁定持
有期

每工作
日申赎

特色
积极风格固收+，双基
金经理分仓管理，股债

兼备。

近1年涨幅10.7%，最大
回撤1.79%，基金经理
谭昌杰，专业固收+策

略基金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