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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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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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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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M
新客理财

光银现金A

起点
金额
1元

5万元

1万元

期限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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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0%

4.05%

近期平均收益
3.0%

销售期

6月9日-6月17日
6月16日-6月23日

——

风险
评级
中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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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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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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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回馈 鑫客有礼

4月1日至6月30日，新升级为金卡、白金卡、私钻等级的客户，参
与“双金感恩季”活动次月即可获赠该行鑫e商城140元、200元、300
元通兑券，可以兑换话费或商城商品。

理财咨询：82891059 82891098
网上银行：www.boc.cn

中行推出冬奥主题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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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保险是各国普遍实施的一项金融业基础性制度安

排。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在保护存款人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15年国务院

颁布了《存款保险条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六年多

来，存款保险制度实施顺利，存款人利益得到高水平保障，促进

了银行体系健康稳定。

本机构已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存款保险。本机构吸收的本

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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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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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6 月 17
日预约，6月17日-
6 月 18 日销售，单
户限购100万元。
6月9日-6月15日
预约，6 月 11 日-6
月16日销售。
募集期 6 月 8 日-6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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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时长超市场
96%基金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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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配置

“睿智”组合，6月17日重磅来袭。

南京银行萧山支行进社区普及金融知识

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

发网上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

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

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人民币理财产品普及金融知识，邮储银行在行动

如果你最近连续收到国税总局杭州
市税务局发来的短信，提示尽快办理2020
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最好这几天就
办，因为2020年度个税汇算到这个月底就
结束了，到期不办理，多缴的税退不了，少
缴的税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根据有关规定，纳税人在2020年度已
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年度汇算需补
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
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年
度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
不申请退税的。

七种情况可退税

1.2020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额不足6
万元，但平时预缴过个人所得税的。

2. 2020年度有符合享受条件的专项

附加扣除，但预缴税款时没有申报扣除的。
专项附加扣除共六项，子女教育、住房

租金、房贷利息、赡养老人、大病医疗这些
一般不会忘记，而继续教育容易被忽视。
实际上，除了学历（学位）继续教育，还有很
多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也可以在税前扣除，取
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扣除。

如果纳税人在2020年取得过相关证
书，现在还可以填报，证书类型多达上百
种，既有教师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证、注
册会计师证等职业类型，也有焊工、游泳救
生员、电梯安装维修工等技术工种类型。

3.因年中就业、退职或者部分月份没
有收入等原因，减除费用6万元、“三险一
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
除、企业（职业）年金以及商业健康保险、
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等扣除不充分的。

4.没有任职受雇单位，仅取得劳务报
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需要通过年
度汇算办理各种税前扣除的。

5.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年度中间适用的预扣率高于
全年综合所得年适用税率的。

6.预缴税款时，未申报享受或者未足
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的，如残疾人减
征个人所得税优惠等。

7.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
出，但预缴税款时未办理扣除的。

个税汇算办理简单

个税汇算办理很简单，在手机上用“个
人所得税”App几分钟就能办妥。

登录个税App，进入首页“综合所得
年度汇算”时，如果2019年度尚未完成申
报，要先完成该年度汇算申报，才可以申

报2020年度汇算。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纳税人可能不止

一处任职受雇单位，这部分纳税人只要任
选一处作为汇缴地即可。

此外，2020年度还有一新变化，没有
任职受雇单位的，比如自由职业者，可以
选择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或经常
居住地作为汇缴地。

选好汇缴地之后，就可以按照提示一
步一步往下操作了。过程中，要重点关注
三个问题：

1. 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可以“二选
一”，纳税人可以对比合并计税和单独计
税两种方式得出的汇算结果，选择最优的
计税方式。

2.2019年度汇算需要纳税人手动填
写的劳务报酬和稿酬两项综合所得，2020
年度汇算也实现了预填，纳税人只需核对

即可。
3.各类扣除和减免税额切勿随意填

报。特别是“准予扣除的捐赠额”一项，系
统已经实现预填，而“减免税额”的减免范
围则仅限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所得减
免，或者自然灾害、地震受灾减免。

如果汇算结果显示可退税，纳税人最
好绑定Ⅰ类银行卡账户，当看到退税状态
显示为“国库处理中”时，恭喜你，税务部
门已审核通过，坐等退税到账。

如果汇算结果显示需补税，有两种情
况，第一种：2020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
过12万元或应补税额不超过400元，且已
依法预缴税额的，可免于汇算，也就是不
用补税；第二种：不符合免于汇算的，最好
在6月30日之前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
信等方式补足税款，以免产生滞纳金，严
重的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据《都市快报》

2020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本月底截止
这七种情形或可退税

■通讯员姜莉莉

为庆祝端午节的到来，同时提高社

区居民防范电信诈骗及反假币意识，帮

助社区居民守住“钱袋子”，6月10日，南

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联合共建单位华达

社区党委开展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 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主题公益活动，该行志愿者与社区网

格员一起为居民们送去了端午礼物，还

为社区居民普及了金融知识。

“有人在电话里给你说，你的银行

账户涉嫌洗钱，要你把钱转移到‘安全

账户’里时，你要怎么做？报警。电话

那头一定是个骗子。”南京银行萧山支

行志愿者一面向居民发放电话诈骗防

范宣传单，一面用具体案例向居民详细

揭露了不法分子常用的电话诈骗手段。

该行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分析

电信诈骗的真实案例，耐心地向居民介

绍电信诈骗的作案方式、疑点和日常识

别方式，同时提醒居民不要轻易相信陌

生人的电话来访，特别是以政府机关等

名义访问的电话，更不要轻易将个人资

料、银行卡号、存款密码等告知他人。

如遇到可疑情况时，多与亲属、朋友等

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以免遭受不

法侵害。

同时，考虑到社区里老年群体居

多，现金使用频繁的现状，该行工作人

员现场通过对纸币的各个防伪细节展

示，为老年人进行了一场防假币的知识

解读。同时接受居民们对理财、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咨询，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

致欢迎与好评。

“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希望你们

多来来，平时多给我们这些老年人上上

课，讲讲诈骗案例，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少

受骗，少上当。”活动结束后，社区居民们

都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并希望这样的

活动能够多多进社区。

■通讯员卢丽娜

近日，中国金融工会党组成员、女工委
主任曾萍专程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走访慰问全国金
融系统劳模方亚英。人保集团工会专职副
主任、人保集团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党建群
工部副总经理张彦和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楼数陪同
慰问。曾萍主任一行现场慰问新时代劳模
方亚英，参观方亚英劳模创新工作室，为方
亚英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全国金融
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曾萍对工作室在专业团队建设、创新
服务理念和模式、服务民生事业等方面取
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方亚英劳模创
新工作室”汇集了一批自信专业、敢打敢
拼、创新进取的80、90后年轻“后浪”的精
英商非团队。工作室近年来紧抓商非快
速发展大势，聚焦团队建设，创新服务理
念和模式，运用“保险+服务+科技”模式
落实风险减量管理，为支公司商非业务发

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创新活力。2020年
工作室先后荣获第三批“全国金融系统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和第十批“浙

江省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同时，曾萍一行参观了萧山支公司职

工之家和女职工关爱室。

中国金融工会来萧慰问全国金融系统劳模

产品代码

2301192031

2301212311

2301213152

2301192021

2301203624

2301213752

2301213754

2301203636

2301213713

产品名称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

理财产品

月月享盈定开4号
（零售专属）

天年优享12号理财计划

悦盈利系列之6个月定
开型P款

益鑫利之一年最短持有
期A款

益升利多元均衡之一年
半定开型F款

益丰利强债之6个月定
开L款

益添利稳健之一年最短
持有期

益添利灵动之六个月最
短持有期C款

产品形态

91天

1个月/定开

3年/
区间开放式

6个月/定开

1年/
最短持有期

18个月/定开

6个月/定开

1年/
最短持有期

6个月/
最短持有期

募集期/开放期

6月16日-6月22日

6月16日-6月20日

5月20日-6月21日

6月11日-6月18日

6月14日-6月21日

6月16日-6月22日

6月18日-6月24日

每日

每日

业绩比较基准
3.45%－
3.55%

3.50%

4.50%-
5.50%
3.60%-
4.10%
3.50%-
5.50%

4.2-7.5%

3.50%-
5.50%

3.0%-8.0%

3.00%-
5.50%

产品名称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123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77706

2301157319

2301177704

定价（%/年）
4.05%
4%

3.96%

申购募集期
6月18日-6月24日

6月21日-6月25日

◎存款产品，保本保息
产品名称

整存整取储蓄存款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新客专享）
产品名称

个人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产品

南银理财（1元起售☆）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批复于2020年8月成立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风险提示：以下产品由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和管理，南京银行作为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精选中长期 每周滚动发行
产品名称.代码

鑫逸稳一年半4期Y20006

鑫逸稳一年12期Y30012
产品名称/代码

安稳1906一年定开Z30002
1万元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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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期限
547天

413天
开放频率

每年
开放

年利率
3.85%
3.950%
4.00%

预期低收益率
1.50%
1.50%
1.82%
2.10%

募集期
6月16日-6月22日

6月23日-6月30日
开放期

6月18日-6月24日

认购起点金额
1万元

20万元

30万元
预期高收益率
3.30%
3.40%
3.40%
3.40%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备注
——

可转让

当月新客以及上月月日均为0的客户
认购起点金额

1万元起，
1000元递增

业绩比较基准
4.40%
4.50%

本投资周期参考年化收益率
4.61%（2020年6月18日-

2021年6月11日）

备注

本金保证，
收益保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