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燕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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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燕红

今年春节后，A股市场降温明显，不少
爆款基金开始出现亏损的状况。在此情
况下，银行稳健类产品也开始重新进入投
资者的视野。

日前，记者采访了部分银行理财经理
获悉，购买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类产品的
投资者趋多。而银行定期存款品种越来
越丰富，不少银行推出了门槛低于大额存
单、部分期限年利率高于普通存款的定存
品种。

3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在4%左右

“现在买大额存单的人还是蛮多
的，主要是因为理财收益降了。”萧山一
家国有银行理财经理表示。“像一些比
较保守且资金长期不用的客户，还是配

置存款的多。”另一家国有银行理财经
理也表示。

“过年那段时间来买大额存单的投
资者比较多，但现在不是很多。”萧山一
城商银行的理财经理说，毕竟一般投资
者购买的大额存单期限都在3年以上，
年利率也较高。但从该行App上看到，
一 款 3 年 期 的 大 额 存 单 ，年 利 率 为
3.95%，当天发售，当天已售罄。

从目前的利率来看，3年期的大额存
单年利率在4%左右。比如工行的普通大
额存单，20万元起，3年期，年利率最高
3.9875%；交行3年期大额存单，可转让可
质押，针对新客户睡眠户，年利率为
3.98%；浦发银行手机银行上有一款大额
存单，20万元起购，年利率为3.9875%。
南京银行手机银行上有一款大额存单（新
客专享），年利率为4%，30万元起购。

为了增加流动性，目前不少银行还推

出了可转让大额存单。比如工行推出的
一款100万元起投的大额存单，3年期，年
利率 3.9875%，支持网上银行自助式转
让。另从“交通银行微银行”微信公众号
了解到，交行目前在售的大额存单都配备
了转让功能，持有方可通过交行网点、网
银或手机银行进行大额存单的转让登记，
从而灵活变现、减少利息损失。

虽然长期限大额存单年利率跟一般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相差无几，但有投资者
表示：“起投金额门槛太高，不是想买就能
买的。”

门槛低于大额存单
利率高于普通存款

随着银行定期存款品种越来越丰
富，不少银行也推出门槛低于大额存
单、部分期限年利率高于普通存款的定

存产品。
比如中行手机银行上显示，其一款整

存整取产品，年利率3.795%，3年期，起存
金额为5万元。浦发银行手机银行上有一
款安享赢存款产品，千元起购，期限3年，
年利率为3.9%。萧山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上有一款幸福存单，千元起投，期限3年，
年利率3.9325%。工行有针对老年客群的
福满溢产品，万元起投，期限3年，年利率
3.85%，还有社保卡专享整存整取，起投
0.5万元，期限3年，年利率3.85%。光大
银行也有一款5万元起投存单产品，3年
期，年利率3.85%。

“这类存单安全，起存金额也相对较
低，收益却和理财差不多，比较受中老年
人欢迎。”我区一家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
表示。

那么，这类产品可以提前支取吗？
据了解，一般普通的银行存款都可提前

支取，不过，根据相关监管的要求，提前
支取的部分只能按活期利率计息。 因
此，3年期存款虽然收益上相当诱人，但
是提前支取对利息的损失较大。投资者
购买前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资金规划。如
果存款金额较高，也可分成若干笔存，避
免一次性提前支取损失全部利息。

部分期限年利率上浮超40% 银行推升级版定期存款

千元起投存单年利率比肩大额存单

一、招聘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
二、招聘岗位：
（一）星辰管培生计划。
（二）科技菁英计划。
（三）客户经理岗位。
（四）客服经理岗位。新员工录用后

须在该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
三、工作地点：工行萧山分行辖内各

支行及机关部室
四、招聘基本条件
（一）毕业时间
面向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

时间为2020年 1月至2021年 7月，境
内院校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落款时间
为准，境外院校毕业时间以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为准。

（二）学历、学位条件
1. 境内院校毕业生须具有国家统

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
（含）以上学历、取得学士（含）以上学
位；境外院校毕业生须具有大学本科
（含）以上学历、取得学士（含）以上学
位，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
学历（学位）认证。

2.对录用至星辰管培生计划的，要
求硕士研究生（含）以上学历、学位。

3.对录用至客服经理岗位的，学历
放宽至全日制专升本。

（三）专业条件
1.星辰管培生计划及专业英才计划

以经济、金融、统计、法学以及计算机、电
子信息、制造、数学、物理、工程等理学、
工学专业背景为主。2.科技菁英计划以
电子信息科学类、计算机类、数理统计
类、设计类等相关专业为主。3.客户经理
和客服经理岗位专业不限。

（四）外语条件
1.主修语种为英语的，须通过国家

大学英语四级（CET4）考试（成绩在425
分及以上），或托业（TOEIC）听读公开
考试630分及以上，或新托福（TOEFL-
IBT）考试75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

考试5.5分及以上。
2.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

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如专业四
级、八级等）。

3.英语专业毕业生应至少达到专业
英语四级（含）以上水平；其他外语专业
毕业生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
试（如专业四级、八级等）。

4.以上外语考试成绩及证书报到时
须在有效期内。

5.客服经理岗位不要求外语条件。
五、招聘流程：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1年3月15日-4月11日。请应聘
者尽早登录工行人才招聘官方网站
（https://job.icbc.com.cn）并 注 册 用
户，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申
请。报名结束后，工行将根据招聘条件
进行简历筛选，4 月下旬安排统一笔
试，之后开展面试、体检和录用等环节，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应聘者可发送邮件至
zhaopin_zj@zj.icbc.com.cn 咨询相关
事宜（不接受简历），也可电话联系咨询
具体事宜。

陈经理：0571-83686269
瞿经理：0571-82175183

工行萧山分行春季校园招聘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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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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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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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夺宝

本月首次登录小豆夺宝页面点击
弹窗可领取1000小豆，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使用小豆可报名参与摩飞锅
等奖品抽奖，当月两次开奖未中奖，可
参与“夺宝回血福利包”，抽取最高
20000小豆。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小豆乐园
—小豆夺宝

签到有礼

每天签到可得100小豆，周四签
到得600小豆。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小豆乐园

瓜分百万话费

每月可参与一次瓜分百万话费活
动，抽取1-200元话费。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惠享浙
江—瓜分百万话费

小豆乐翻天

活动设立 10000 小豆巅峰场、
5000小豆冲刺场、2000小豆明星场、
500小豆欢乐场四大专区，持相应小豆
的客户可任选一样商品进行抽奖，抽
中的客户扣减相应小豆，未中奖则不
扣豆，每天享一次抽奖机会。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惠享浙江
—小豆乐翻天

新客三重礼

新注册掌银客户可享专属三重礼
活动。

一重礼:首次登录掌银小豆乐园
即送6000小豆。

二重礼:掌银注册当月可抽取话
费充值立减券，次月使用。

三重礼:可每月领取短信费减免
权益。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小豆乐
园；登录农行掌银—首页—热门活动
—新客三重礼；登录农行掌银—生活

—惠享浙江—免短信费

分享有礼

邀请好友参与活动，每一人登录
掌银参加活动，分享人即可得1200金
币，1200金币兑 2元话费(员工可计
数，不参加积分奖励)。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惠享浙江
—分享有礼

贵宾专享

持 有 农 行 622845、622846、
622849贵宾卡或463758白金信用卡
客户，支付1分钱领取开元酒店商祺
白金卡权益。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惠享浙江
—热门推荐

1元购视听会员卡

1元购知乎盐选会员月卡；1元购
优酷视频会员周卡，7折购腾讯会员月
卡等。

登录农行掌银—生活—滚动广告
图；登录农行掌银—生活—视听会员

农行掌银4月活动集锦来了

■通讯员 杨奇军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们
对物质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
碰到临时资金周转，比如装修、旅游等，
怎么办？在这里，笔者针对消费类客户
需求，介绍一下中行最新推出的中银贷
款——随心智贷。

中行随心智贷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来，随心意味着随借随还，在资金紧缺的
时候，人们可以申请这一笔贷款用于解
决自身需求，手头宽裕了，可以及时归
还，少支付点利息。中行随心智贷，最长
期限3年，最高可贷额度30万元，无需
抵押。

那么哪些人可以办理呢？它主要适
用于5类人群。一是国家机关、重点企
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专业技术人员，一
般工作年限要求半年以上。二是公积金
客群，在当地缴存公积金连续半年以上，
主要包括公务员或者行政事业单位正式
员工，比如金融、能源、电信、邮政、烟草、
通讯、交通、IT、教育等。三是中行代发

薪客户，要求在中行满足连续代发12个
月以上的稳定人群及其它要求。四是人
才客群，只要你是国家或者政府认定的
人才，具备稳定的工资或者劳务收入。
最后是中行的房贷人群，中行房贷正常
还款一年以上便可申请。

同时，中行的随心智贷申请简单，如
果你是稳定事业单位员工或者公务员，
只需身份证、公积金缴存证明、银行流
水，本人到网点签字便可以办理，期限最
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元，随借随还，年
利率最低可到4.28%。

下面笔者就来举例说明。王某是一
家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公积金缴
存情况良好，每个月固定3000多元，之
前刚刚贷款买房，每个月的工资奖金刚
够付房贷及支撑家庭生活需求，但是房
子需要装修才能入住，手头上没有闲置
的资金。他看到中行的随心智贷产品
后，便主动来网点咨询，客户经理了解相
关情况后，发现客户公积金缴存地就在
杭州，当场便打印了客户公积金的缴存
情况，告知客户他这个情况可申请30万

元额度的随心智贷。客户王某当场便签
字办理了这项业务，过了一周左右，贷款
便审批下来了。王某可随时发起用款，
额度3年有效，如果要提前结清，手机银
行直接可还贷款，不需要到网点，如果3
年到了，还要续作，可到网点再次申请。

随心智贷以便利、快捷的服务标准
受到了客户认可，满足了客户资金周转
上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客户压
力，保障了客户的需求，如果大家对这款
产品有兴趣，可到中行任意网点去咨询
办理。

中行随心智贷 助力消费升级

俞方 82623439
曹莹 83899520
莫利君 82571210
娄利剑 83812310
张媛媛 82891622
陈佳轲 83893179
熊燕 83682279
陈贝贝 83899591

王晓岚 83693786
徐江 83518400
胡萍赞 83899961
沈婷 82333707
郭立汉 82626910
张家威 83899591
章丹 83696367
裴春燕 82891511

长按识别二维码
登录掌银——惠享浙江

6日，深圳主板和中小板正式宣告合
并，形成了深交所“主板+创业板”与上交
所“主板+科创板”相互呼应的新格局。

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后，深市
主板上市公司数将占A股的35%，总市
值超过23万亿元，约占A股市场的三
成。中小板将正式告别A股历史舞台。
中小板，原先是指 A 股上市公司中

“002”开头的一系列股票，这些股票普遍
“股本小、股性灵活”，深受许多老股民的
喜爱。投资者口中过往时常提及的“中
小创”其实说的就是中小板。

两 板 正 式 合 并 后 ，原 中 小 板
“002001-004999”证券代码区间由主
板使用，深市主板A股代码区间调整为

“000001-004999”。原中小板上市公
司的证券类别变更为“主板A股”，证券
代码和证券简称不变。另外，深交所明
确，此次合并指数编制方法暂不作实质
性变更，也不涉及样本调整，因此对于许
多投资者而言，实际影响很小。投资者
只是在情感方面会有一些感触，“从此再
无中小板”。

据《都市快报》

“国潮”盛行之下，国产运动鞋
也被炒出天价？此前有消息称，在
某App上，参考发售价1499元的
李宁韦德之道4银白款，页面显示
仅 42码有货，且售价高达 48889
元，涨幅高达31倍，目前该款鞋已
经下架。

记者在电商渠道搜索关键词
“李宁 韦德之道4”发现，平台上当
前的确无法找到相关产品。对于
此类现象，有业内人士提醒称，无
论是此前炒高进口球鞋还是现在
跟炒国产球鞋，炒鞋并非“遍地黄
金”，且暗藏金融诈骗风险，青少年
人群尤其不要盲目炒鞋。

有球鞋博主介绍了“炒鞋”操
盘路径图——球鞋发售后大资金
入局，同时也有散户收货；大批量
收购、囤货后再去平台抬价到足够
收益的价钱出货。类似庄家的人
会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或专门的球
鞋平台，向他人介绍自己通过炒鞋
赚了很多钱，并以“低门槛”为诱饵
使散户参与。而后通过建群将这
些散户集中起来，用集资的方式抬
高价格、操控市场价格。

实际上，2019年10月，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的《警惕“炒
鞋”热潮，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金融
简报就明确提出：国内球鞋转卖出

现“炒鞋热”，“炒鞋”平台实为击鼓
传花式资本游戏，提醒各机构高度
关注，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此类
风险。简报提到了“炒鞋”交易中
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炒
鞋”交易呈现证券化趋势，日交易
量巨大；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为

“炒鞋”平台提供分期付款等加杠
杆服务，杠杆资金入场助长了金融
风险；操作黑箱化，平台一旦“跑
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
炒鞋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假鞋交易
层出不穷，被害人多以在读高中
生、大学生为主。

据《广州日报》

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合并总市值超23万亿
基本不影响股民交易 不会造成估值大幅波动

“炒鞋”转战国产鞋 疯涨31倍背后藏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