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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产品预期收益以网点当日在售为准。

热销银保产品

理财替代型基金

中信理财 给你“稳稳”的幸福
热销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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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贵金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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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萧山支行（金城路1038号）：22829730
萧开支行（市心北路287号）：22829615
南市花园社区支行（道源路812号）：22829736

光大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热销银保产品

重要提示：以下产品均为光大银行代理销售产品，产品由其发行机构发行与管
理，光大银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以上产品额度均有限，售完即止，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及风险条款请参见产品说明书，并以银行与客户
间签订的协议为准。代销产品请参加发行机构发布的说明书。

风险提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请根据您的风险测评结果选择合适的产品。

风险等级：光大银行自营理财风险等级分为“低、较低、中、较高、高”五级，代理产品风险等级根据其发
行机构法律文件规定。

光大银行定制存单

5万元起定，三年期，年利率：3.85% 三年累计：11.55%
*以 100 万元存款为例，三年利息累计 11.55 万元。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中路
808号（开元名都大酒店裙楼）
电话：82335287、82335289

大江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义蓬
街道义府大街 519 号 电话：
22872718、22872719

南京银行最新存款、理财产品推荐

公布本周最新银行理财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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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咨询：82891059 82891511
网上银行：www.boc.cn

中国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

光大永明安鑫禧

期限

5万元
(5年可退保)

15年/20年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
4.50%

预定利率4.025%

起购金额

1万元

1万元

发行机构

和谐健康保险

光大永明保险

产品名称

阳光金9M
新客理财

光银现金A

起点
金额

1元
5万元

1万元

期限

9个月
138天

工作日每天
15:15前购

买，本金7×
24实时赎回

过往参考年化收益
率/业绩比较基准

3.60%-4.40%
4.10%

近期平均收益
3.0%

销售期

2月10日-22日
2月9日-18日

——

风险
评级

较低

咨询电话：89577933、89577849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刷农行信用卡 享半价优惠

■通讯员王哲

近日，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联合中信银
行杭州分行开展了2021新春“爱心大礼包”
活动。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和中信银行杭州
分行将陆续向杭州地区困难群众和退役军
人代表、双千“战疫群英”代表，浙江省内困
难群众、五老对象、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的
老人儿童等社会特殊群体派送“爱心大礼
包”600份，真诚传递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2008年至2019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与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紧密合作，成功推出
了“中信慈善卡”“慈善年夜饭”“慈善团拜
会”等新颖的慈善品牌项目，推动社会慈善
事业发展，其中仅中信慈善卡持卡人就已累

计为社会实现慈善捐款超2000万元，深受
社会各界充分肯定。2021年的新春“爱心
大礼包”活动是双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
景下慈善联合的又一新举措，是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的有益实践。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浙江省内一家
主流商业银行，始终将“为社会尽责任”作
为自己的使命担当，自觉将其融入企业文
化和业务经营，努力成为一家“有担当、有
温度、有特色、有价值”的最佳综合金融服
务提供者。分行先后荣获了国务院授予的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浙江慈善奖”
“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等一系列荣
誉。

近年来，该行年年为浙江省提供超2000
亿元的综合融资，债券承销规模排名浙江省
金融机构首位。2020年，该行深入贯彻落实

浙江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和监管部门政策
导向，积极助力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切实
抓好“六稳”“六保”工作，围绕“智慧金融”和

“科技赋能”，不断创新企业线上线下融资渠
道，下调普惠贷款利率，完善企业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加大差异化授信审批授权力度、
落实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要求，并配套推出
了“自由还款法”“无还本续贷”等还款方式，
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中
信银行杭州分行第九次被浙江省政府授予

“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自
银行业监管评级实施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
行已连续14年保持全省最高监管评级，连续
10年保持人民银行综合评价最高等级A
级。该行“责任银行”的企业形象在当地得
到进一步提升。

省慈善联合总会联合中信银行派送新春礼包

工行大额存单产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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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信用卡，为各位送上“新春半价大礼

包”。礼包内含海量半价代金券，慰劳辛苦了

一年的打工人们。

购券路径：“农业银行信用卡”微信小程

序—“生活”频道—搜索“春节半价”。

每个活动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内限

购1张（10点开售的所有春节半价活动，每位

持卡人本月合计最多可购买2张），数量有限，

先购先得。

春节半价活动指活动名称前带有“春节

半价”字样的活动。具体活动细则详见中国

农业银行官网。

邮储银行悦享分期信用卡介绍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咨询电话：82629232
网址：http://www.psbc.com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悦享分期卡面向优质客群发行，授予客户独立大额分期

额度，客户支用即分期，分期还款缓解资金压力，满足购车、家

装、教育、婚庆、旅游等各类大额消费需求。

1、申请便捷：

无抵押、无担保

2、申请期限长：

最长可分期5年（60期）

3、超高额度：

专享额度，最高可达50万元

4、费率优惠：

即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完成悦享分期支用的客户可

享受分期手续费率6折优惠。

详询邮储银行萧山支行0571-82810676

产品名称

中银理财
—乐享七天

中银理财
—乐享天天

招银理财
—招赢天天鑫

美元乐享天天

中国银行积存金：1克黄金或300元起步，可定投、变现或免费转成实物金
购买方式：手机银行—搜索“贵金属积存”、网银、柜台

起点金额

5万元

1元

1元

1美元

业绩比较基准

七天年化收益率
3.04%

七天年化收益率
2.75%

七天年化收益率
3.10%

七天年化收益率
0.92%

销售期

周二下午3点挂
单，周三9：00-

15：00交易

工作日
9：00-15：30

工作日
9：00-15：30

工作日
9：00-15：30

风险评级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记者 徐燕红

春节马上到了，不少市民手里握着年终
奖或积攒下来的闲钱，盘算着如何“钱生钱”。

那么如何适当配置？对此，记者采访
了一些银行理财经理获悉，对于需要打理
短期流动资金的投资者，可选择银行现金管
理类产品等活期理财，而对于长期配置需求
的投资者，则可考虑布局中长期银行理财或
存款产品等。

灵活理财让钱“活”起来

春节期间，不少人都会预留一笔流动资
金以备随用。而这时以银行现金管理类产
品为代表的活期理财产品不失为一个便利
的选择。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
银行活期理财平均收益率为2.94%。从多家
手机银行App上看到，目前不少银行活期理
财产品近七日年化收益率在3%以上。比如
萧山农商银行的萧盈宝开放式净值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天天开放、浦发银行的天添盈增
利2号净值型理财计划、浙商银行的升鑫盈
等，都是万元起投，近七日年化收益超3%。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银行活期理财多为

“T+0”或“T+1”起息，如果是T+0，赶在节前
一天截止时间（一般是下午3点半）前买入，
当天起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春节假期有
收益，今天可选择T+0产品买入。同时，银
行活期理财产品通常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段可以随时赎回，周日和非工作时段也有一
定的灵活赎回额度，投资者需要关注各平台
的相关规定。

“另外，对于兼顾低风险和灵活性的投
资者，也可考虑银行的短期结构性存款、滚
续型结构性存款等产品。”萧山一国有银行
理财经理表示。

进行中长期理财投资锁定收益

对于不急用资金又想获取更高收益的
投资者，可考虑布局银行理财产品。据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最新数据，银行定期理
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75%，环比上升
3BP，收益回升。目前，多家银行推出了春
节理财产品，发售的理财产品时间上选择
较多。但购买时要注意产品的募集期限和
起息时间等，以免资金“站岗”。同时，银行
理财产品净值化占比提升，投资者购买相
应产品一定要多分析了解，这有助于选购
到称心的理财产品。

而对于暂时不使用的资金，也可进行中
长期定期存款，锁定时间带来的收益。据了
解，目前3年期的大额存单年利率基本在4%
左右。比如像工行、农行的3年期大额存单，
20万元起投，最高年利率为3.9875%。另
外，部分银行万元起投的3年期定期存款年
利率也在3.85%左右。

“有丰富投资经验、能够承受较高风险
且不满足于低收益的投资者，可以考虑配置
一些绩优基金。”也有银行理财经理建议，
投资者可进行基金定投，她表示：“基金定投
不仅打理简单，而且可以更好分摊风险，如
果长期坚持下来，大概率可以收获更高的收
益。”

做好中短期理财规划 让闲钱“不放假”

短视频无疑是眼下最火的行业，短视频人才也成为最吃香的人

才之一。近日，国内中高端人才职业发展平台猎聘发布《短视频领域

就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短视频企业平均年

薪19.20万元，其中，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远超金融和

互联网。

从短视频领域人才的年龄情况来看，“85后”和“90后”是短视频

人才的“主力军”，占到短视频人才70%以上，其中“85后”占比最高，

接近四成；其次是“90后”，占比35.8%。

由于短视频领域对技术、策略、内容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较高，短

视频领域人才呈现“高学历化”趋势，超过9成的短视频人才为“本科

及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人才占到6成以上，为63.9%，硕士人才占

比27.06%。

《报告》显示，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四个一线城市短视频发布职位最多，其次是杭州、成都、武汉、西安、

重庆、长沙等六个新一线城市。深圳、北京聚集了七成以上的岗位。

就职位薪资来看，北京薪资最高，企业平均年薪为26.6万元，其次是

广州21.3万元，上海19.6万元。杭州18.7万元，位居第四。深圳职位

占比超过4成，薪资却排到了第七位，仅为15.5万元。

据《都市快报》

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超30万元
杭州成为短视频人才吸引力四强城市

产品

周周享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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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发专属）

起购金额

5万元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期限
7天

自动结息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3个月

3个月

业绩基准

2.025%

2.7%-3.1%
2.7%-3.2%

4.05%

3.95%

备注
存款产品，安心之选，
随存随取，支取灵活

工作日交易时间赎回
无限额

每周一 10 点 10 亿元
额度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万能型）

昆仑福享金生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到期
5年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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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丰裕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
（011525）

中欧心益（009621）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一年
封闭期

6个月
封闭期

特色

固收打底，股票适度增强，“固收+”老将，匠心
制作，2月26日正式发售，现火热预约中。

稳健固收+，基金经理黄华，擅长大类资产配置，
在股债资产轮动上极有优势。2020年7月产品
成立以来年化回报11.33%，最大回撤0.15%。

◎存款产品，保本保息
产品名称

整存整取储蓄存款

大额存单（金卡客户）

大额存单（新晋专享）

大额存单（新客专享）
◎本周重点推荐产品

产品名称/风险等级
☆逸稳85W180D

（中风险）
☆逸稳86W397D

（中风险）
☆逸稳87W761D

（中风险）

☆致远1902一年
Z10021(中风险）

◎现金管理类（1万元起售） 7×24小时申赎，中低风险

产品名称

南银理财日日聚鑫
（T+0）

南银理财日日聚宝
（T+1）

注：产品开放日为产品存续期间的每周一至周五，但不包括法定节假日和银行公告暂停开放的日期。
风险提示：1、业绩比较基准是管理人根据自身投资经验、对市场的预判等对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不代表本产品的未来表
现、实际收益和收益承诺。2、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3、具体产品
及要素以南京银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95302。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期限
3年

3年

封闭式产品（期限）

180天

397天

761天

每年开放

产品代码

A20001

A20002

年利率
3.85%
4.00%
4.05%
4.10%

业绩比较基准/本投资周期参考年化收益率

4.10%

4.40%

4.80%
本投资周期参考年化收益率

6.36%(2020年2月13日-2021年1月29日)

确认时间

开放日15:30前的申购赎回于当天确认；其他时间
的申购赎回，将于下一开放日确认。

开放日15:30前的申购赎回于下一开放日确认；其
他时间的申购赎回，将于申请后第二个开放日确
认。赎回资金最快于赎回确认日后一个工作日内
到账，最晚于赎回确认日后三个工作日内到账。

认购起点金额
1万元

20万元

50万元

30万元

备注
——

行内全额转让

金卡（不含）以下客户

当月未评级客户

募集期

2月4日-18日

2月8日-18日

2月5日-18日

七日年化收益率
（参考期间）

2.8849%
（1月31日）

3.2687%
（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