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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避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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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佳元6
个月持有期

二级债
（012397）

中欧睿智精
选一年持有

FOF
（012282）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6个月
封闭
期

一年
封闭
期

特色
6月15日起公开发售。
南方基金联席投资官、董
事总经理孙鲁闽掌舵，固
收＋老将。投资圈涉及
社保、年金、公募。

荟萃多元权益精品、集齐
中欧明星经理，6月17日
重磅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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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险）

期限
5年

终身（趸缴/年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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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额按3.5%年复利递增

起点金额
10000元起
5000元起
10000元起

发行机构
和谐健康保险
工银安盛人寿
中信保诚人寿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通讯员戴俊张治民记者郑舒铭

距离杭州亚运会正式开幕只有400余
天，亚运筹办工作已进入冲锋冲刺、决战
决胜阶段。为确保各项基础设施和配套
设施得到全方位体现、高标准落实，国家
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围绕“办好
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精准施策、
精心服务，为亚运冲刺保驾护航。

减税降费，为亚运建设筑基

钱塘江南岸，伏着一只巨大的“银色
蝴蝶”——亚运三馆（杭州奥体中心主体
育馆、游泳馆、综合训练馆），场馆采用双
层全覆盖银白色金属屋面和两翼张开的
平台形式，状如银色蝴蝶，且内在设计巧
妙，寓意美好。比赛期间，这里预计将产
生50多块亚运金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
收到4000余万元的退税款后，该工程承
建方——杭州萧山亚运场馆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孙首远松了一口气：“税
务部门从保障亚运大局出发，通过电子税
务局快速审核审批机制确保退税到位，企
业的资金压力缓解了不少，能更多地投入
到亚运场馆工程建设。”

高水平的体育馆为运动员提供了优
质的竞技平台，而亚运村则在后勤保障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
为了不影响亚运会筹备进度，我们积极投
入建设，采取赶工措施，资金需求骤增。”
亚运村建设方——杭州润地亚运村开发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余艳回忆道。2020年
5月，税务部门通过远程指导，帮助杭州润
地在电子税务局上提交了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申请，同时在内部开通绿色通道快
速审批。仅仅用时5天，该企业就收到了
5800余万元的退税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此后，杭州润地又发起了2次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申请，办结用时缩短至3天，合计
退税9800余万元。余艳坦言，税务部门的

便捷服务为亚运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截至2021年5月，萧山区亚运场馆、

亚运村建设方享受留抵退税总额达55000
余万元。减税降费为亚运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聚焦前沿，为“智能亚运”加码

杭州亚组委表示，将发挥杭州打造
“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特色和优势，把

创新科技融入亚运筹办各个环节，擦亮
“智能亚运”金名片。

新唐信通（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是中
国信科集团旗下一家高科技企业，重点发
力智慧交通，以5G、AI、V2X等技术，赋能
交通行业，推动5G交通新基建和运营。

企业在尖端科技领域大展身手的背
后离不开政策扶持。“税务部门通过征纳
沟通平台等渠道及时准确地向我们推送
相关政策信息，让我们感受到服务的高效
便捷。”新唐信通财务总监蔡璐感叹道，

“2020年，企业享受各项减税降费720余
万元，特别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力度十
分巨大，为企业探索尖端领域、更好地服
务亚运注入了能量。”

该企业法人刘君表示，以杭州亚运为
契机，下一步，新唐信通将继续致力于打
造自主知识产权的5G车智慧交通体系，
为共建智能化交通社会赋能。

税企联动，为亚运冲刺护航

“我们的运动员村在交付时发票的用
量会激增，请问到时候能否办理发票的增
量与增额？”“我们预缴的税款金额巨大，
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空间，是否有相关政策
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近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税助亚运”专题座谈会在杭
州市萧山区税务局举行，多家亚运场馆建
设、赛事服务保障单位代表参加座谈会，
税企双方展开积极沟通交流。

“为了加强与亚运相关企业日常联系
沟通，我们定期举行税企座谈会，确保企

业遇到涉税问题后能第一时间向税务部
门反映，并得到快速有效解决。”该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同时，该局通过实地走访，主动发现
企业在不同阶段存在的不同涉税问题，

“一企一策”精细服务，不断拓展税务服务
的广度和深度。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
限公司，税务干部深入了解机场公司经营
情况，倾听企业需求，积极宣传相关税费
优惠政策，助力亚运空中走廊建设。2020
年以来，机场公司享受增值税留底退税金
额约2.3亿元，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 5500 万元，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
360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杨永钟表示：“萧山是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主战场。为亚运建设以
及后期运营等提供优质的税收支持，是萧
山税务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今后的一段
时期内，萧山税务将更加全力以赴、积极
主动地参与好、服务好亚运建设，做好亚
运‘大文章’。”

■通讯员王节

近日，华为发布搭载HarmonyOS
（鸿蒙）的多款新品，中信银行作为唯
一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首批合
作，联合华为推出“中信银行”原子化
服务。

HarmonyOS原子化服务的特点

是客户无需下载App，通过“中信银行”
的服务卡片，即可享中信银行借记卡申
卡及进度查询服务，目前可申请麦当劳
联名卡、护航计划白金卡、万事达白金
卡、幸福年华卡等多款中信银行热门借
记卡，通过全新简约的操作模式，极大
提升了用户申卡及进度查询的便捷性，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有温度的陪伴，从而

传递中信银行“有温度的银行”品牌理
念。

HarmonyOS的出现，将带来新的
机遇：新终端、新交互、新场景。中信银
行将有效利用HarmonyOS分布式能
力，通过超级终端概念实现多终端协
同，提供连续一致的操作，从细节处提
升客户体验；基于HarmonyOS原子化

服务，中信银行将响应各场景，让用户
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体验，提供多方位
有温度的运营服务。

“中信银行”原子化服务为中信银
行与HarmonyOS的创新发展打下基
础，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度合作，在更多
业务场景中进行创新探索，为用户提供
更多有温度的服务。

中信银行成为鸿蒙首批合作商业银行

■通讯员于回

近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正式发布
了“西湖公约”，激起全行热烈反响，引
发员工广泛关注。

“西湖公约”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贯彻落实、深化细化总行企业文化，并
结合区域特色和分行实际而制定的一

份自我革新宣言，致力于在全行推行
“契约”精神，规范个人行为，领航品牌
建设和企业管理的新征程。

11条、247个字，内容涵盖发展、效
率、创新、融合、沟通、大局等方面，简明
有力地体现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全方
位的文化理念，每一句背后都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和对全行员工的期许，凝聚了

浦发企业文化的精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高质量发展和
品牌建设的新起点。今年，该行提出

“聚焦发展，埋头苦干，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开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
行建设新征程”的使命；要求充分挖掘、
用足用好南湖红船这一宝贵资源，强化

党建引领。因此，确立打造“钱塘潮”
和“红船起航”两大发展品牌。

“西湖公约”也是“浦发杭分人”共
同认可、共同践行、共同监督的企业文
化。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以“公约”的形
式号召员工在企业发展中磨炼意志、提
升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弘扬优
秀的企业文化。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发布“西湖公约”

产品简介——
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是指出口商将现在或

将来的基于出口商与进口商（债务人）订立的
出口销售合同项下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
行，由银行为其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催收、
销售分户账管理等服务。
产品功能——

通过叙做出口贸易融资提前结汇，规避汇
率风险，获得资金融通。
办理指引——

1.适用对象为有进出口经营权，采用赊销
（O/A）方式结算的出口商。

2.企业需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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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司大部分出口业务采用赊销（O/A）
结算方式，收款账期为60天。最近，公司感到
流动资金不足，同时汇率波动也使公司希望尽
快锁定收汇价格。

银行向该公司推荐了出口商业发票贴现
业务，该公司向银行提供贸易合同、商业发票、
运输单据副本及其他相关单据后，即可获得最
高发票面值90%的融资款。

出口商业发票贴现业务手续简单，可轻松
贴现远期出口应收账款，获得资金支持，提前
结汇，规避汇率风险。

本栏目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萧山支局
与财经周刊联办

产品之十三：
出口商业发票贴现

税惠添动力 冲刺迎亚运

区税务局多措并举保障亚运筹备工作

■通讯员 李佳怡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营业
部的青年志愿者们前往浙江省磐安县
平安希望小学开展助学活动。

抵达学校后，该行参观了学校的

教室、宿舍、操场等，大致了解了学校
的发展史和学生们的生活教育环境。
同时，实地了解寒门学子的真实家庭
情况，提出帮扶方案，爱心助学，点燃
希望。

志愿者们分组前往5户结对对象

家庭，走访看望贫困学生。在徒步走访
时，志愿者们途经陈旧的红砖瓦房，路
边尽是晾晒的川贝片，据了解当地以川
贝为主要农产品，多数家庭也以此为主
要收入来源。5户家庭中不少家庭已与
萧山爱心人士结队数年。

此次助学志愿活动有力地为贫寒
学生守护理想。下一步，该行营业部党
总支将继续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工行萧山分行营业部开展助学活动

产品列表
智慧大额存单
智慧大额存单
智慧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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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鑫赢为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1年6月9日

产品代码
CDs2136028
CDs2136029
CDs2136034

AC2359
AC1483
AC1479
BC2197

JXYA1M1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存款年利率3.85%
存款年利率3.95%
存款年利率4.05%

4.10%
4.10%
4.08%
4.15%

3.65%
3.60%-4.35%
3.70%-4.45%
3.75%-4.55%

近七日年化3.2244%

起点金额
20万元起，期限3年，可转让，可在线质押
50万元起，期限3年，可转让，可在线质押

100万元起，期限3年，仅限柜面渠道，可转让，可在线质押

大众新客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特邀拼团款，1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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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30日
（额满即止）

6月10日-16日
6月10日-16日
6月10日-16日
6月10日-16日

6月15日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风险等级

保本保息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近日，区税务局“亚运服务专班”实地走访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了解工程进度，并对承建企业
进行业务辅导。（摄/通讯员张治民）

产品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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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天A款（代发专属）

乐赢稳健轻松投91
天B款

同盈象固收稳健半年
定开

安盈象固收稳健两年
封闭式11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0万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3个月

3个月

1个月

3个月

半年

两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25%/

3.65%
4.05%

3.60%

4.00%

4.00%

4.70%

备注
工作日交易时间赎
回无限额
每周滚动发行，纳
入存款保险机制
每周一10点10亿
元额度

代发客户专属
6月5日-10日预约，6
月10日-11日销售，贵
宾客户新资金专属，单
户限购100万元。
6月9日-15日预约，6月
11日-16日销售，纯固
收投资，稳健低波动。
募集期6月8日-17
日，纯固收投资，封闭
三个月后每月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