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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梦遥

中国银行还款管家产品是指通过线上
签订服务协议，建立客户名下的贷款与持
有的理财产品之间的关联关系，而后按照
贷款的还款计划，每期自动赎回相应份额
的理财产品，用于贷款还款。

中国银行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进入
“贷款专区——还款管家”或“余额理财
——贷款还款”，进入签约界面。中行手机
银行可筛选出客户名下可签约的贷款，目
前为个人住房和商业用房贷款，界面显示
产品名称、贷款账号、还款日期、还款账
号。中行手机银行筛选出提供可签约的基
金产品，目前仅支持余额理财中低风险的
货币基金，客户自主选择其一进行签约。

客户可选择定额赎回或按还款计划赎回模
式，定额赎回为客户自主输入每月要赎回
金额，按还款计划赎回为系统根据客户每
月的还款金额自动赎回相应基金份额。当
客户持有基金小于当期应赎回金额时，则
全部赎回至还款卡。赎回金额入账签约的
还款卡号，贷款还款日时自动从还款卡号
进行扣款。如客户变更贷款还款卡号，还
款管家赎回基金仍入账原还款管家签约卡
号。如需变更还款管家签约的卡号，需终
止原合约后再重新签约。

客户可以通过中行手机银行查询协议
执行情况，进入还款管家页面，可查看每期
申请赎回的日期、金额、状态等信息。客户
还可通过中行手机银行进行修改合约和终
止合约。

中行还款管理可在住房/商房按揭每
期还款日前自动赎回签约的理财产品至借
记卡，解决客户还款资金购买理财但忘记
赎回偿还贷款的后顾之忧，让客户的活期
还款资金获得更高的理财收益。

中行还款管家 助您轻松“还款”

■通讯员 朱肖蔓

近日，中信银行杭州临江支行组织开
展了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的专项宣传
活动。

该行以“支付自由、自由支付”为主题，
采用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向周边
商户、社区居民和网点客户，详细介绍了整
治拒收现金案例和遇到拒收人民币行为时

应该采用哪些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线上方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官方

公众号上发布了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的相
关知识和有奖竞猜活动，临江支行工作人员
在朋友圈上进行积极推送和宣传，并在网点
LED屏幕和电视上循环播放整治拒收人民
币现金宣传标语和宣传动画，对进入厅堂的
客户普及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知识。

线下方面，该行组织工作人员通过发

放宣传折页、普及人民币相关知识、讲解拒
收现金危害等方式，引导商户共同维护人
民币流通秩序的良好氛围，商户们也积极
响应宣传，主动签署了《不拒收人民币现金
承诺书》。

今后，中信银行杭州临江支行将继续
做好人民币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落实各
项金融惠民政策，为维护人民币流通环境
和当地区域金融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工行大额存单产品来了

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整治拒收现金宣传活动

咨询电话：89577933、89577849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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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杭州临江支行做好人民币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

新年新基金发行迎来开门红！继上
周多只“日光基”出现，新发基金本周再度
迎来爆发。不过，多位基金经理提醒投资
者，以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思路来布局
新基金，不要盲目跟风。

权益基金唱主角基金发行将现分化

权益基金是新基金发行的“开门红”
主角。数据统计，2021年1月共有85只新
基金将启动发行，权益类基金占73%。其
中76只属于股票型(15只)和混合型基金
(共61只，其中偏股基金43只)最多，占比
近九成，达89.41%，此外还有部分债券基
金和QDII。

基金人士表示，年初往往基金发行节
奏会比较快，这是由于年初市场不缺资
金，所以基金公司也会尽快发行新基金，
而此时大家也更倾向于发行权益类基金。

2020年基金发行创下历史纪录，全年
发行1360只新基金，发行份额达3.1万亿
元，其中偏股型基金募集规模超过2万亿
元。2021年基金发行能否延续2020年的
火爆，备受关注。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表示：“2021年估计基金的发行量将超过
两万亿元，给A股市场带来增量资金，但
是基金发行将出现分化，明星基金经理的
新基金发行规模会较大，出现爆款，但是
非明星基金经理发的新基金，可能规模会
比较小，这种情况以后会比较明显。”

建议降低投资预期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公募公司的投研
高管均建议投资者调低对于2021年的收
益率预期。

易方达基金研究部总经理冯波在
2021年度策略会表示，“2021年可能是相
对比较复杂的一年，一方面是经济情况表
现很好，另一方面是估值在上升。我们应
该降低投资预期，回到正常的预期状态。
虽然整体市场是高估，但我们也能找到很
多估值水平合理的公司，通过价值增长能
看到比较好的投资回报，所以今年也存在
很多结构性机会。”

南方基金董事总经理、联席首席投资
官孙鲁闽表示，对于2021年A股市场不

悲观，但是对于2021年预期的收益率需要
降低一些，2021年全面的牛市概率比较
低，应该还是结构性行情。具体来看，站
在目前时点，部分行业和个股的估值走到
了相对高位甚至是历史高位，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通过寻找优势的个股，通过盈利
的增长来消化估值。“但我们对2021年整
体的行情展望还是相对偏乐观的，根本原
因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
孙鲁闽表示。

结合2019年和 2020年的成绩单来
看，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史博
表示，建议投资者降低今年的收益预期。

“从国内历史的情况来讲，这种年均的收
益率资本市场能带来的回报大概是在
10%—15%之间，年化收益率15%左右其
实已经是非常好了。过去两年股票及混
合类的公募基金大概年化的平均收益率
有40%左右，过去两年收益这么高，是大
类资产配置向权益市场转移，加上优质的
上市公司起初的供给不是很足，有一个估
值提升的过程。”

据《广州日报》

基金发行再度火爆 小心投资收益下滑

农行牛年新春推出一波新品贵金
属，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来看看吧。

一、福牛迎春金钞
贺岁金图案是以中国当代艺术

家韩美林先生创造的福牛为主体，以
春天为背景，福牛形象淳朴，笔法大
胆夸张，给人以蓄势待发之感；背面
图案以韩美林先生手书“福牛”二字
为主体。

二、生肖和合
“生肖和合”福牛转运，传承东方

生肖文化，以福牛为灵感，汲取传统文
化祥云、铜钱、元宝、鱼、福字等吉祥元
素，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巧妙融合，
复古又时尚，打造国潮风贺岁新品，同
时赠送9颗配珠加一个桶包。

三、牛转乾坤
“牛转乾坤”谐音“扭转乾坤”，金

牛怀抱乾坤圈，可随心转动，表达时来
运转、财势如虹、平安喜乐的美好祝

福。乾坤圈上镶嵌红色的玛瑙，也彰
显着喜庆和吉祥。整体线条流畅、打
磨精细，佩戴美观舒适。

四、五牛金福
五牛金福谐音“进福”，巨幅长卷

制式，主题图案《五牛图》寓意五福临
门，采用凹版微雕贵金属彩绘工艺打
造，设色华丽，寓意新年“进福”纳财，
牛运兴旺。

五、五牛银福
五牛银福谐音“赢福”，巨幅长卷

制式，主题图案《五牛图》寓意五福临
门，采用凹版微雕贵金属彩绘工艺打
造，寓意新年稳操胜券，事事“赢
福”。

六、五牛亨通
五牛亨通开运摆件，主题图案《五

牛图》齐聚“福禄寿喜财”，背面《鸿运
当头》寓意吉祥如意，为新的一年带来

“五牛锁福、财源滚滚”的好彩头。

农行新品贵金属 款款动人

本版所有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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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
压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
究，已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

茫、焦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
专业咨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
萧山。一对一听你倾诉，用
专业客观的理性分析，帮你
疏导、解惑——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
员、事业、国企、教师、白领、
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遗失李峰位于萧山区宁围街
道景海湾小区闻潮阁6幢1102
室所属4-149号车位发票1张，
发票编号00763326，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14日晚潮时间
13∶00
13∶16
15∶00
危险

高潮位(米)
4.35
4.30
4.0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15日 早潮时间
01∶35
01∶53
03∶50

高潮位(米)
3.85
3.83
3.70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CQPM-20210104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方式，于2021年1月28
日14:00，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会议
室举行拍卖会向社会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标的1：大通路和新螺路交叉口萧山良种场地地段的种子

仓库（房屋）租赁权，面积约1247㎡，起拍价19.57万元/年；
标的2：拱秀路618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3.79㎡，起拍

价2.34万元/年；
标的3：拱秀路632、634号（含630号楼上）房屋租赁权，

面积约51.48㎡，起拍价4.85万元/年；
标的4：拱秀路604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5.47㎡，起拍

价2.51万元/年；
标的5：拱秀路626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5.30㎡，起拍

价2.49万元/年；
标的6：拱秀路618-1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5.47㎡，

起拍价2.18万元/年；
标的7：拱秀路624号（含622号楼上）房屋租赁权，面积

约50.60㎡，起拍价5.36万元/年；
标的8：拱秀路606、608、610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

71.37㎡，起拍价7.29万元/年；
标的9：拱秀路612、614、616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

71.37㎡，起拍价7.29万元/年；
标的 10：拱秀路 628-1、630 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

50.60㎡，起拍价4.34万元/年；
标的11：拱秀路622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6.18㎡，起

拍价1.61万元/年；

标的12：拱秀路628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25.30㎡，起
拍价2.49万元/年。

上述标的拍卖保证金为每个标的2万元，有足额保证金
的竞买人可竞拍、成交任意标的。

特别提示：1、上述拍卖标的提供的面积仅供参考，具体
以移交时成交标的的实际现状为准；2、所有标的租赁期限均
为5年，拍卖成交价均为首年租金，后4年年租金每年递增
3%，租金均1年一付，先付后用；3、标的房屋租赁相关事宜
包括且不限于房屋使用权移交时间、租赁期起算日期、标的
内财产界定等以成交后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相关条款约定为准。

二、咨询、展示、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

现场展示。2021年1月26、27日（09:00-15:30前）办理报
名、登记手续；竞买人报名时请随带相关证件（企业法人凭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
个人凭身份证明，同时提供缴纳拍卖保证金的银行进账凭
证），拍卖保证金请统一由竞买人缴入（户名：浙江天丰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账号：
201000011269339），1月27日15时前到账为准。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未
尽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报名地点：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方式，于2021年1月
28日10：00，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
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向社会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现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标的 1：体育路 184-188 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

138.71㎡，起拍价22.02万元/年；
标的 2：体育路 174-182 号房屋租赁权，面积约

231.19㎡，起拍价36.71万元/年；
标的3：世纪名家家居广场3楼349至354号（连续编

号）租赁权，面积约303.93㎡，起拍价14.98万元/年；
标的4：天泽一苑702室（住宅）租赁权，面积约89.55

㎡，起拍价1.63万元/年；
标的5：头蓬工商所南侧房屋租赁权，面积约470.63

㎡，起拍价6.53万元/年；
标的6：顺坝土地地块1租赁权，面积约7.9亩，起拍

价0.869万元/年；
标的7：顺坝土地地块2租赁权，面积约7.9亩，起拍

价0.869万元/年。
1-3号标的拍卖保证金为每个标的3万元，4-7号标

的拍卖保证金为每个标的0.2万元，有足额保证金的竞买
人可竞拍、成交任意标的。

特别提示：1、上述拍卖标的提供的面积仅供参考，具

体以移交时成交标的的实际现状为准；2、所有标的租赁
期限均为5年，拍卖成交价均为首年租金，后4年年租金
每年递增3%，租金均1年一付，先付后用；3、标的租赁相
关事宜包括且不限于标的使用权移交时间、租赁期起算
日期、标的内财产界定等以成交后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
的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约定为准。

二、咨询、展示、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

物现场展示。2021年1月25、26日（9:00-15:30前）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竞买人报名时请随带相关证件（企业
法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章、法人
授权委托书；个人凭身份证明，同时提供缴纳拍卖保证金
的银行进账凭证），拍卖保证金请统一由竞买人缴入（户
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
支行；账号：201000011269339），1月26日15时前到
账为准。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
件，未尽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报名地点：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新世纪广场C座
805室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招标编号：CQPM-20210103拍卖公告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月15日 8∶30-13∶30停前塘社区5#变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前塘社区
一带；8∶30-16∶30停80#杆临浦路灯（东思线）令克：临
浦镇人民政府；8∶30-13∶30停临医开G14集镇42#变：
临浦镇临浦集镇42组等一带；9∶00-14∶00停峙北开
G15集镇41#变：临浦镇临浦集镇41组等一带；8∶00-13
∶00停三峰村3#变令克：临浦镇三峰村3组等一带；8∶
30-12∶30停越四A019线金色钱塘12#公变低压分路开
关：萧山区北干街道金色钱塘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越王变越四A019线金园开G13星悦房地：萧山区
北干街道杭州星悦房地产开发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丽都变新桥C106线怡景开G15高桥箱变：萧山区
北干街道高桥、杭州萧山城市建设发展及其周边一带；9∶
00-16∶30停建杰L935线变电站间隔开关：萧山区瓜沥
镇浙江萧元聚合化纤；9∶00-16∶30停聚丰L947线变电
站间隔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州昌翔化纤新材料；9∶00-
16∶30停和合L936线变电站间隔开关-和合开G11和合
L936线：萧山区瓜沥镇浙江爱迪尔包装、杭州万忻投资管
理、浙江和合玻璃工业、杭州鸿迪卫浴、杭州唯尚智能家
居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