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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曹莹

现代社会节奏越发紧凑，人们的时
间都是碎片化的时间，去一趟银行的成
本越来越高，但用手机银行能处理80％
以上的银行业务。使用中国银行手机银
行，可通过手机银行来办理境内境外转
账、ATM扫码取款、购买理财、查询账户
明细、购汇结汇、生活缴费等各种业务，
还可以提前预约网点来办理业务。

不仅如此，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功能
全面，优惠活动也多多。下面就教大家
如何玩转手机银行。

★活动一：中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
手续费优惠。手机银行人民币中行内、
跨行转账免费；外币向境外中行汇款手
续费及电讯费免费；外币向境外他行汇
款，在柜台向境外他行汇款收费标准上
进行手续费及电讯费9折的优惠。

★活动二：签到+话费充值送惊喜。
活动时间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
31日，签到有礼：客户通过中国银行手
机银行App签到即可参与抽奖，中奖率

100%，每月每位客户有1次中奖机会，
奖品包括3元、10元及20元话费抵扣
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话费充值：即
可享3至20元话费随机立减优惠，每位
客户每月最多可享一次随机立减优惠。

★活动三：医保激活迎福利。2021
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登录中
国银行手机银行App【生活】频道——
【医保电子凭证】，点击立即激活。对于
成功激活的手机银行客户，系统将于当
日配送一张5元话费券，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同时也可将医保页面链接分享给
他人，每成功激活1人当日即可获赠1张
5元话费优惠券，封顶4人。即每位未激
活客户，最高可得25元话费券。

★活动四：福利金喜，月月有礼。
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31日，凡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客户登录App【生
活】频道——为您优选——综合权益专
区，可享以下多重礼。一重礼：1次抽取
微信立减金礼品的机会，每位客户每月
限参与一次，客户抽奖获得的微信立减
金，需支付1分钱领取。奖品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二重礼：客户支付1分钱即
可参与月月赢好礼抽金豆的机会，每个
客户每月限参与一次。

同时，活动期间，客户完成指定的交
易，可赠送金豆。交易任务包括：借记卡
开通快捷支付、信用卡新客有礼、信用卡
开通自动还款、基金定投、资金归集、乐
享天天、代销资管购买、合格投资者新认
定、私行客户晋级、结售汇等。开通或者
体验交易可获得50至6000金豆不等，
金豆则可在综合权益专区兑换微信立减
金、视频会员、话费、油卡等权益。

■记者 徐燕红 通讯员 裘佳妮

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提高辖区内
居民的防电信诈骗意识，普及金融知识
和人民币反假知识，7月16日，浙商银行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携手盈丰街道奔竞
社区走进龙湖天璞小区开展反诈宣传及
现金大篷车活动，无偿为社区居民提供
小面额兑换服务。

活动一开始，就迎来了好几位小区
住户，“早上刚看到的通知，马上就拿着
零钱来兑换了。”工作人员迅速启用硬币
清分机，仅花了几秒钟，就完成了硬币清
点。“速度真快，大热天里省了跑银行，真
是太感谢了。”活动赢得了居民们的称
赞。

除了零钱兑换、残损币兑换之外，该
行还向小区居民开展了金融知识及反诈
宣传。他们利用现场兑换的契机，走进
附近小区，通过发传单、当面讲解等形式
热情向民众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
识、防范和识别金融诈骗常见伎俩，同时
还将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防伪
特征、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等内容进行

了现场宣讲。
据了解，近年来，该行持续走进社区

开展大篷车现金服务活动，切实落实好
人民币现金服务工作，受到了附近社区

居民的欢迎。接下来，该行还将继续做
好普惠金融、服务民生工作，持续推动现
金服务示范区建设，促进钱江世纪城内
现金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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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买卖银行卡说“NO”
“反正这张卡我不用，卖了也没关

系。”“只是把卡借给朋友亲戚用一下没
关系。”您以为的“没关系”可能在不知不
觉中将您带入违法的深渊。

银行卡存储了许多个人信息，如果
出租、出借或者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很有可能会被收卡人用于诈骗、洗钱、逃
税等，会给持卡人本人带来巨大的法律
风险，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买卖银行卡需要承担哪些后果？

1.可能承担民事及刑事责任：如果
出售的银行卡被用于从事非法活动，将
会给持卡人带来巨大法律风险，严重的
话将需承担民事及刑事责任。

2.个人惩罚警戒：经认定为非法出
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卡)或支付账户
的单位及个人将在5年内被暂停银行账

户的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的全部业
务。这就意味着您无法使用手机银行转
账、网上购物、扫码支付等消费方式。此
外，在惩戒期间也不能开立新户，给金融
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

3.个人证信污点：当所有出售、出借
的银行卡出现信用问题时将最终追溯到
持卡人本人，从而导致持卡人本人承担
经济损失及个人征信损失。一旦留下信
用污点，对今后个人贷款、信用卡申请等
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2020年10月10日起，全国开展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断卡”行
动，打击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

犯罪活动。

那么，关于“断卡”行动我们能
做什么？

1.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
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如身份证
或银行卡遗失，一定要及时挂失补办，不
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2.提高自我约束
力：不贪图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银
行账户，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并承担法律
责任。3.积极举报：一旦发现买卖银行
卡的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举报，配合公
安或发卡银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共同
维护公平诚信的良好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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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手”转账 月月有礼

中行手机银行优惠活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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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江淑园

为强化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
识，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
动中来，7月14日，恒丰银行萧山支行党
支部走进湘湖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洁美
家园”主题活动，积极参与社区垃圾分类
和环境整治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用“红色”力量引领“绿色”生活。

活动中，支部志愿者们积极响应号
召，走出户外，兵分两路参与社区垃圾分
类的实践与宣传。一组志愿者手拿宣传
单和垃圾分类资料，通过发放宣传折页，
为居民解答垃圾分类疑问，讲述垃圾混
放的危害和垃圾分类的好处，向社区群
众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一组志愿者则拿
起抹布和铲刀等卫生工具，捡拾散落的
垃圾，清理广告贴纸及卫生死角，并帮助
电瓶车辆停放整齐，为社区居民创造了
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居民在志愿者
们细致讲解和帮助下，加深了对垃圾分
类的认识。

该行党支部希望通过此次主题活
动，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在垃圾分类工作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为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日，部分热门基金纷纷发布暂停大
额申购的公告，这些基金产品持仓大多是
新能源板块，该板块在连续大涨之后开始
有了调整的迹象。热门基金暂停大额申
购的现象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
出现在今年的3月份，当时一些成长股在
大幅上涨之后迎来调整，一些明星基金遭
遇了较大的回撤。本次热门基金暂停大
额申购也引发了市场的热议。这到底释
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近期大涨的新能源板
块是上涨中继还是见顶回落？

限购基金聚焦新能源赛道

日前，前海开源新经济、金鹰民族新
兴、前海开源公用事业等在内多只基金同
时发布暂停大额申购的公告，这些基金今
年的业绩都很好。

从基金持仓股可以看出，这批基金都
是聚焦新能源赛道。以前海开源新经济
为例，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包括中科
电气、永兴材料、星源材质、诺德股份等均
是近期最火的新能源概念股，截至7月16
日收盘，中科电气最近三个月涨幅超过
200%，星源材质、诺德股份最近三个月涨
幅超过100%，而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中
科电气、星源材质年内涨幅也分别达到
127.6%、114.42%。

多只新能源基金成为热搜榜常客

今年以来，主配新能源板块的主动权
益基金或新能源主题基金业绩非常亮
丽。一名基金经理表示，今年的基金收益
比拼的是赛道，以锂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板
块是“疯牛”状态，而其他许多板块则“熊
途漫漫”。押注A股不同板块导致基金收
益冰火两重天。据了解，今年以来排名前
五十的公募基金中，至少17只是新能源主
题基金，持仓中多数以新能源板块个股为
主。近日，在一些大型互联网基金销售平
台上，多只新能源基金也成为热搜榜的常
客。

一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近期，在良
好的赚钱效应下，公司旗下几只主投新能
源的基金目前每天大概有10亿元的申购

金额，一些基金产品的规模迅速扩大，有
的短时间内翻了几倍。一名基金经理表
示，公司旗下基金近期资金申购踊跃，在
限购之前每天申购的资金有时候接近2亿
元，近期在限购之后，每天新进资金有时
候有五六百万元，多的时候则有1亿元左
右。

对于限购的原因，有基金在公告中
称：“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稳定基金规模，追求平稳运作。”业内人士
表示，基金限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多
数时候，基金限购正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在基金赚钱有效应的同时，基金管
理人能坚定限购，侧面反映了其对规模的
精准控制。

另外，除了控制基金规模的考虑，防
止机构资金套利也是基金在上涨趋势中
放弃“长大”的原因之一。

新能源板块高位承压或面临调整

近日，新能源板块开始出现一些调整
的现象。上周五甚至出现了多只锂电股
临近尾盘封住跌停，龙头股宁德时代也大
跌近7%。这是否意味着新能源板块已经
见顶，还是只是上涨中继。

从3月份至今，中证新能源指数涨幅
高达54.65%。汇丰晋信、平安基金、广发
基金等多位分析师表示，建议投资者谨
慎，注意风险。

对于新能源板块的调整，一名基金经
理表示，近期新能源板块最近涨得太猛，
有些过热，短期出现调整是必要的，一些
个股甚至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回调，但长期
看，新能源板块的龙头股调整之后大概率
未来仍会创出新高。“新能源毕竟是未来
很长的一个赛道，很早就有人说新能源被
看高了，但我认为这个赛道依然充满了希
望。当然短期面临压力你也可以选择先
减仓，等调整一波你再上车。”

一名私募人士提醒，近期基金限购现
象增多，一定程度上是在提醒投资者注意
理性投资，避免盲目追逐热门基金，基金
投资应以长期眼光来看待。

据《北京青年报》

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
详情请咨询∶83686720 82733747 83862359

萧山支行营业部∶83686720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文化路支行：82721773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

近期理财产品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双利存款

大额存单

交银理财稳享固
收增强6个月定
开7号理财产品

交银稳享固收增
强一年定开30号

理财产品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大额存单额度有限，详询各网点理财经理。

产品类型/风险

存款

存款

净值型理财

净值型理财

产品投资期限/
认购期限

1天/7天

三年

7月20日-
26日

7月20日-
2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5%（1天）/
1.90%(七天）

3.55%

业绩比较基准4.0%

业绩比较基准4.20%

起购金额

5万元

30万元

1元起投

1元起投

恒丰银行萧山支行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让“沉睡”的硬币“活”起来
浙商银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持续开展现金大篷车活动

热门基金为何暂停大额申购

该行员工向社区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图为活动现场

活动时间:2021 年 7 月 1 日——
2021年12月31日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企业手机银行
证书版客户每月首次使用企业手机银行
成功完成一笔“转账汇款”即送30元微
信立减金，每个客户每月仅赠送一次。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规则：
1.客户每月首次使用企业手机银行

成功完成一笔“转账汇款”后，点击弹窗
的“立即抽奖”，再点击“点我兑换”跳转
至微信进行领取，系统将微信立减金自
动入到客户的微信卡包中，每月每个微
信号最多领3张券。

2.每月完成转账汇款的客户可以在
企业手机银行的“活动大厅——我的奖
品”栏目中查看奖品情况。

3.活动领取的微信立减金用于通过
线上或线下消费，微信支付选择工行储
蓄卡支付，订单金额大于立减金面额
0.01元即可自动抵扣。

4.微信立减金有效期为领取成功之

日起15天内有效，逾期作废，奖品不可
折现，领取成功后可至微信——卡包
——券和礼品卡处查看详情。

5. 微信立减金仅限商业支付时使
用，转账及理财类商户、肯德基、必胜客、
CoCo 奶茶、Five Plus、Miss Sixty、
Ochirly、CovenGarden、Denham、孩
子王、热风、太平鸟、优衣库、广东电信、
星巴克、珠海城建、航联、哔哩哔哩等特
定商户不可使用，在使用微信立减金前
请咨询商户。

6.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疑问，请咨询中国工商银行

95588客服

工行企业手机银行客户专享福利等你领

扫描二维码下载
企业手机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