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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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15316、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2335971、82636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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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
（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
到期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
4.61%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起购
金额

1万元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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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浙商银行最新财富产品推荐

产品名称
工银安盛鑫如意六号（终身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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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
终身（趸缴/年缴）

测算年化收益率
保额按3.2%年复利递增

起点金额
5000元起

发行机构
工银安盛人寿

风险等级
低风险

小企业主抵押贷款（联系电话：83686695）
房抵点易贷——折率高：额度可达评估价的90%；速度快：

5分钟申请，1刻钟审批，最快当天放款；期限长：手续办1次，
抵押10年期；办理易：线上申请，资料简单；零费用：无手续费，

无评估费。（举例：房产评估价500万元，可贷450万元）
按揭余值贷——有按揭，还可贷：按揭满一年小企业主均

可申请办理，最高可达房产评估价90% 。（举例：房产评估价
500万元，按揭余额100万元，可贷350万元）

产品名称

南方誉享一年
持有期

基金定投
【目标盈】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1年封
闭期

-

特色

股债融合、稳健之
选；买入后至少持
有1年。

一键签约自动买
入、懒人投资达标
止盈

产品列表
国债
国债

年利率
3.4%
3.57%

起点金额
100元起，期限3年
100元起，期限5年

认购期
9月10日-19日

（规模有限，售完即止）

中信银行提供系统服务支持 推动家门口助困

萧山成立首个村级慈善工作站
■通讯员谭佳颖胡国军

9月5日，正值我国第六个“中华慈善
日”之际，由中信银行提供系统服务支持
的浙江省首个智慧慈善工作站——梅林
村慈善工作站，在萧山区瓜沥镇正式成
立，标志着中信银行“智慧慈善”平台在全
国范围内首次上线，为浙江慈善事业插上
了智慧的翅膀。

为积极响应浙江省委省政府“重要窗
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号召，助力
实施“积极主动、精准高效”的智慧救助先
行计划，中信银行杭州萧山支行经过与当
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的多轮沟通，明确了

“智慧慈善”系统项目的总体目标：通过运
用“数字赋能慈善”，实现集“救助、管控、
服务”于一体的多业务协同、多维度管控、
多元素帮扶社会救助整体智治新模式。

面对课题新、任务重、时间紧等重重
困难，中信银行总行给予大力支持，总、
分、支行高效联动，建立项目方案线上沟

通机制，历时2个月有余，从项目立项到系
统上线，各类沟通会多达20余场。经过上
下一心，勠力奋战，终于将“数字赋能慈
善”的梦想转为现实，打通了慈善事业的

“最后一公里”。
梅林村慈善工作站上线当天，当地某

知名企业负责人通过中信银行智慧慈善
平台线上直接完成1万元捐赠，整个过程
用时不到10秒。之后，该负责人当场将平
台出具的电子捐赠证书通过朋友圈发
布。2分钟后，该企业远在上海出差的总
经理，通过扫描该电子捐赠证书二维码又
线上捐赠1.08万元。上述捐赠数据通过
会场大屏幕实时展现，中信银行智慧慈善
平台的方便、快捷得到了现场与会人员的
高度肯定，纷纷称赞中信银行用温度和科
技真正实现了“慈善恒久远，爱心弹指一
挥间”。仅成立仪式期间，平台已收到捐
款32.8万元。

慈善公益是助推乡村振兴、实现资金
第三次分配及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和有效途径。“智慧慈善”系统在梅林村慈
善工作站的成功上线，是中信银行在新形
势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全新探索，是在
慈善与数字乡村、未来社区及共同富裕的
融合中闯出的一条新路子。后续，中信银
行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科技支撑慈善
创新力度，与慈善、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
合作，致力推进数字赋能慈善，助力共同
富裕，让“智慧慈善”之花不断绽放。

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通讯员于回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之际，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坚持
先行先试、全力施为，对标国家所需、
浙江所能、群众所想、未来所向，将服
务实体经济、实施科技创新、建设绿色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等内容写入年度
工作任务书，推动金融要素向浙江集
聚，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金融赋能，“浦”惠浙江，加速驶上
快车道，率先形成更富创新力竞争力
的高质量发展银行新范式。

坚持高站位。结合浦发银行总行

赋予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
行”新定位，该行成立以分行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金融支持高质量建设共同富
裕领导小组，统筹公司、零售、风险等
各板块，确保稳妥、高效推进“搭桥筑
基”工程。

坚持高质量。关注新区发展，该
行近日与余杭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将在未来5年向余杭区提供
1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融资额度支持，
着重围绕余杭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核心区、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全
面数字化改革引领区”，依托浦发集团
化、国际化优势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优势，整合更多资源，加大服务力度，
特别是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绿
色金融、自贸金融、科技金融和数字科
技等特色业务领域提供更多专业服
务，为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贡献
浦发力量。

坚持高能级。全力支持浙江区域
重大项目融资，向浙江省最大产业投资
项目——浙石化二期项目年度累计投
放70亿元，成功落地浙江省重点建设
项目——钱塘新区产业聚集区贷款14
亿元，并向浙江菜鸟商票业务投放15
亿元。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资本助
基建，以服务促贸易，以金融佃民生。

■通讯员胡雪苑

近期，多位刚年满18周岁的高校
学生至工商银行江东支行办卡。在得
知一人能办4张卡以后，便向网点大
堂工作人员提出要办3张银行卡。刚
成年的学生为何一次性要办多张银行
卡？该行工作人员担心其遇到了电信
诈骗。

本着“打防结合，预防为先”的宗
旨，该行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他们开户
的目的。虽然他们都说是根据学校要
求办理，但办卡用途却有所不同，而且
办卡态度强烈。该行客户经理见状当
即联系了当地公安部门。果然，在警
察的询问和疏导下，他们说出了实情
——网上通过一个组织得知出售银行
卡可以赚钱，于是他们便来办卡。其
实该组织是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诱人

办卡用以套取资金。
随着互联网和电信产业的迅猛发

展，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犯罪之一。由于高校学生在电
信诈骗方面了解甚少，对这种手段的
戒备心理不强，为此诈骗团伙以此为
行动方向，在网络上实施诱骗以达到
其目的。随着电信诈骗的频繁发生，
银行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的知识也在不
断更新，警惕程度日益提高。对那些
无法通过“e企查”进行身份核实的客
户不带有侥幸心理，通过不同渠道进
行核实，深入详细询问客户办事目的，
随即做好“预防”处理，有效保障群众
资金安全。

为做好防范电信诈骗工作，工商
银行萧山分行及其辖属支行重点做好
三项工作。一是“防微杜渐”用好工作
平台。在客户开户前，多运用“e企查”

核实身份证与电话号码是否一致，对
于无法核验的，也需多渠道查实。耐
心询问客户的“开户目的”“现居住地”
等信息，对回答模棱两可的提高警惕，
同时向客户讲述有关电信诈骗的风险
提示，做到开户、宣传两不误。

二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办事平
台。对那些难以信息核实的客户，该
行现阶段查询手段稍许繁琐、费时，为
节省客户等候时间，提升该行办事效
率，该行将寻求更为准确便捷的平台
以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打防结合”做好宣传工作。
该行要求工作人员要积极向客户宣传
反诈知识，特别是高校学生。同时网
点也需利用网络技术投放反诈宣传视
频，张贴反诈宣传单，让群众在等待办
理业务之余了解到反诈知识，提高其
防备心理，有利于打击电信诈骗。

工行萧山分行成功阻断客户转卖银行卡

开启金融“浦”惠浙江新局面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支持实体经济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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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周期91天B
款（代发专属）

多彩象多资产稳健
两年定开2号

多彩象信颐分红三年
封闭10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元

1万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3个月

3个月

1个月

2年

3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1%/

3.5%

4.05%

3.65%

4.7%-5.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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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之选
每周一10点10亿
元额度，单户限购
50万元
代发客户专属，单
户限购50万元
募集期9月15日-
9月24日，固收打
底，全球多资产布
局，增厚收益
募集期9月10日-
9月17日，纯固收
投资，月月分红。

■记者郑舒铭通讯员叶小敏

9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网信办联合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
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是面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宣传基础金融知识、红色金融史和金融
风险防范技能，帮助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倡导理性投资和合理借贷，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引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网络金融谣言和金
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

活动内容包括注重金融素养提升、普及基础金融知识，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宣传红色
金融史，聚焦重点群体、突出宣传理性投资，加强教育服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弘扬金
融正能量、争做金融好网民，加强风险提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等。

近日，泰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工作人员正在为来行办理业务的老年客户开展新版人
民币、存款保险等金融知识普及，现场还进行了防范电信诈骗宣传。不少客户纷纷表示

“这样的宣传很有意义，能让我们及时警惕新骗局。”

我区银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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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鑫赢为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1年9月15日

产品代码

AC2392
AC1568
BC2212

JXYA1M5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4.10%
4.10%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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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七日年化3.1894%

起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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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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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9月22日
9月16日-9月22日
9月16日-9月22日

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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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