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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避险产品

开栏语：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日益常态化。增强汇率避险意识，做好汇
率风险管理，是外经贸企业稳健经营的必
修课。为帮助我区企业进一步做好汇率
避险工作，本报财经周刊联合国家外汇管
理局萧山支局推出“汇率避险产品介绍”
栏目，每期提供汇率避险产品、应用场景
等信息，希望帮助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理
念，更好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产品之一：远期结售汇

产品简介——
远期结售汇，是指银行与境内机构协

商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
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
到期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该远
期结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
理结汇或售汇。如果客户无法确定未来
具体交割日期，只能确定一个时间段，可
选择与银行叙做远期结售汇择期交易。
在择期交易形式下，交割日的范围可以从
签约日至到期日的整个期间，也可以定于
该期间内某两个具体日期或具体月份之
间。

产品功能——
远期结售汇可以帮助企业锁定远期

汇率，固定成本，有效规避市场汇率波动
的风险。企业经常项下和资本与金融项
下的外汇收支均可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
结售汇，进口企业可通过远期售汇提前锁
定购汇成本；出口企业可通过远期结汇提
前锁定出口收益。

办理指引——
1. 远期结售汇业务实行实需原则。

远端企业需提供能够证明其真实需求背
景的书面材料。外汇资金的来源和使用
须符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

2.远期业务的履约宽限期最长不得
超过签约银行规定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
办理的交割视同如约交割，展期后的业务
不再设立宽限期。

3.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
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比例请咨询办理
银行。

运作实例——
某家电制造出口企业预计3个月后

将收到一笔1000万美元销售收入。为做
好汇率风险管理，该企业与银行签订3个
月的远期结汇合约，远期结汇价格为
6.6800。3个月后，企业按照6.6800的汇
率在银行结汇，向银行支付1000万美元
兑换得到6680万元人民币。如果企业未
签订远期合约，则3个月后按照市场价格
结汇，如人民币升值到 6.6600，则企业
1000万美元销售收入结汇得到6660万
元人民币，与签订远期合约相比收入减少
20万元人民币。企业通过在银行办理远
期结汇，提前锁定了收益，规避了人民币
汇率升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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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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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心益
（009621）

博时成长精
选（011740）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6个月
封闭
期

——

特色
稳健固收+，基金经理黄
华，擅长大类资产配置，
2020年7月产品成立以来
年化回报11.33%
博时基金权益明星中生
代基金经理陈鹏扬管理，
兼顾成长与价值，聚焦产
业升级+消费升级

萧山分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萧棉路168号天润中心1号楼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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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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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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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于回

去年11月底，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银
税贷”成功上线，经过近半年的加速发展
落地，截至目前该行累计授信客户近200
户，累放金额突破两亿元。“银税贷”切实
发挥了银税普惠效能，解决了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问题。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银税贷”业务为

全线上模式，线上申请、线上签约、自动
审批、线上提用、线上还款，实现了高效
快捷，“借”“还”自如的一站式在线融资
服务。某企业主要做电子元器件销售，
有扩大经营规模需要，企业经营状况良

好但无有效的抵押物，迫切需要特色化
金融服务。该行客户经理了解后推荐该
行银税贷产品，企业通过线上申请、审
批、提款，短短两天时间就获得200万元
信用贷款，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受
到企业的高度认可。

“银税贷”产品的上线，不仅积极响

应了国税总局及银保监会“银税互动”助
力小微复工复产的政策号召，而且切实
发挥了银税普惠的效能。下阶段，浦发
银行杭州分行将积极通过该特色业务，
用金融活水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把普惠
金融服务做得更有广度、更有深度、更有
温度。

■通讯员孔梦洁叶晨静记者郑舒铭

“太好了，没想到单位的信用等级是
TSC5级还能在税务局的办税服务厅享
受优先叫号，取了号马上就能办理，对于
我们这种税务代理公司来说，真是方便
不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同事
们！”杭州萧潘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的
潘会计拿着带“V字”的叫号纸在萧山区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激动地说道。

TSC是英文Tax Service Credit的
缩写，指的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是
税务机关依托涉税专业服务管理信息库
采集信用指标数据，对接受企业委托，就
涉税事项向委托人提供的税务代理等服

务的机构从事的涉税专业服务情况进行
信用评价，对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执业
行为进行信用记录。TSC按照从高到低
顺序分为五级，最高级为TSC5级。

对于被评为TSC5级的涉税服务机
构，税务机关将为其提供一系列的便利
化服务措施，享受办税服务厅优先叫号
就是其中之一。该服务于今年1月底上
线，截至目前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已办
理该业务60余次。据统计，目前我区有
7家涉税服务机构可享受该服务；待最新
信用等级对外公布后，今年预计将有19
家机构可享受这一政策，涉及可享受该
服务的从业人员236人，被代理企业超
过5000家。

据了解，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经办
人员须事先在“浙江省电子税务局”进行
信息采集纳入实名制管理。之后，只要
该机构的信用等级达到5级，该经办人
员在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涉税业务
时即可享受优先叫号服务。涉税机构或
者代理企业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
12366服务平台、浙江省电子税务局、浙
江省税务局网站、各办税服务厅等渠道
查询机构的信用等级信息。

TSC5级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享受大
厅优先叫号的服务举措是信用体系建设
运用的一个缩影，也是2021年“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中关于“纳税诚信予以激
励”的生动体现。今后，萧山区税务局将

继续以“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服务理念，
创新各类便民办税举措，为全区纳税人
缴费人提供“非常满意”的纳税服务。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再升级
TSC5级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可实现优先叫号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银税贷”累放金额突破两亿元
中小微企业高效快捷的“钱口袋”

■通讯员赵诗熠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萧东支行在营
业期间接待了两位客户，客户抬着两个
沉甸甸的水桶进入网点。客户用一脸焦
急的表情打开沉重的包裹，里面是上万
枚硬币。原来这位客户平时做生意，会
经常收到零钱，想拿这些钱到银行来兑
换，但他们接连去了很多地方都被拒
绝。有的说工作人员不够，暂时没法清
点；有的表示，目前没有点币设备；还有
的直接拒绝了。该行工作人员了解到客
户的需求后，立即表示可以收，随后接过
客户的钱袋开始耐心清点。

当时正值网点高峰期，网点合理安
排人员，在满足柜面服务需求情况下，安
排其他人力投入到硬币清单工作中。在

柜面服务空闲下来后，柜面工作人员也
加入到清点队伍中。最终，清点任务顺
利完成，客户对该行的优质服务赞不绝
口，并拨打95588热线再次致谢。

服务无小事，清点硬币只是服务工
作的一个缩影。银行面对千变万化的市
场，面对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大量的服
务不仅仅要按照总行制定的操作流程去
做，还要靠每一位员工去用心完成。只
有每一位员工把服务“深入人心”，把服
务与各项业务流程优化、产品创新等结
合起来，才能更好为客户服务。

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急客户所
急，想客户所想”，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办
理上的各项难题，竭诚为客户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也是每一个工行人
要做到的。（右图为硬币清点现场）

工行萧东支行为客户清点上万枚硬币

中信银行数字化转型创新成果显著
■通讯员王节

在今年高质量发展的大主题下，对
银行业而言，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不
仅是行业要求，也将继续是行业未来发
展的趋势。

而刚刚发布了2020年年度报告的
中信银行，正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改革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朝着建设
一流科技型银行的道路不断前行：投产
国内中大型银行首个自主分布式核心系
统，金融科技综合赋能能力实现全面跃
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应用

由点及面深度渗透到业务各领域，成为
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截至2020年末，中信银行科技人员
（不含子公司）达 4190 人，同比增长
31.68%，科技人员占比达7.60%，年内科
技投入69.26亿元，同比增长24.43%，科
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3.56%。科技
领域制改革成效初显，形成了多种技术
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推出“智慧
魔方”、信e链、资负组合管理工具等多
个拳头产品，100%响应一线需求，并实
现端到端交付周期较上年再提速50%。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国内中大型银

行首个自主分布式核心系统（凌云工程）
成功投产，全行科技攻关能力、大型复杂
工程实施组织能力、实时大数据服务和
分析能力、敏捷研发和智能化运维能力
等金融科技综合赋能能力实现全面提
升。全云化架构转型完成，基础设施整
体云化率达96.71%，基础设施资源具备
T+1日交付能力。业内首创的一体化运
维体系建设完成，整体运维自动化率达
90.9%，数据中心成熟度评估结果保持
同业领先。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以自主研发的
人工智能平台“中信大脑”为主引擎，建

成AI模型中心与AI效率中心，落地307
项“AI+数据”精准模型，实时智能服务
客户超千万。其中，理财AI智能推荐实
现线上销售规模达2326.50亿元，落地
战略客户股权链应用，管理资产提升
522亿元以上；智能机器人（RPA）应用
场景近 800 个，分行应用覆盖率超过
80%，平均业务运营效率提升20%以上；
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持续领先同业，
中信银行区块链平台率先一次性通过中
国信通院5项可信测评，区块链福费廷
交易平台得到人民银行认可并升级为国
家级行业平台。

产品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结构性存款2085期

乐赢稳健周期91天A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轻松投35
天A款（代发专属）

安盈象固收稳健一年
定开1号

安盈象固收稳健两年
封闭式5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元

100万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99天

3个月

1个月

一年定开

两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05%/

3.45%
4.05%

3.60%

3.9%-4.4%

4.80%

备注
工作日交易时间
赎回无限额
纳入存款保险机
制，安心之选
每周一10点10亿
元额度

代发客户专属

募集期4月7日-20
日，纯固收资产，高
比例非标资产。
募集期4月15日-
22日，产品封闭三
月后每月分红。
产品投向非标资
产和债券资产，收
益波动性低。

产品列表
一、优选理财-永乐理财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2号6月型

二、净值型理财
聚鑫赢A一月定开1号
聚鑫赢A一月定开5号
聚鑫嬴B-90天型1号
聚鑫嬴B-180天型1号
聚鑫嬴B-360天型1号

三、天天理财—升鑫赢

升鑫赢A-1号

注：聚鑫赢B系列为2021年4月23日调整后业绩比较基准。升鑫赢为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1年4月14日

产品代码

AC2337
AC1430
BC2188

JXYA1M3
JXYA1M5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4.00%
3.98%
4.05%

3.65%
3.65%

3.60%-4.35%
3.70%-4.45%
3.75%-4.55%

近七日年化3.2884%

起点金额

大众新客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0000积分享兑款，1万元起，上限1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购，上限1亿元，
工作日9:30-15:30可实时申购、赎回（到账）

认购期

4月15日-21日
4月15日-21日
4月15日-21日

4月15日
4月20日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