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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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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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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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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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名称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
持有期混合基金

基金定投【目标盈】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1年封闭期

-

特色
绩优基金经理组合掌舵，股债
双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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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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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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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最新财富产品推荐

渤海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地址：萧山区博学路777号（靠市心路侧、周六休息）
（公交705、703、708等交通国税站往北200米或地铁2号线建设一
路D出口下往南过桥100米）
财富热线：0571-83787932 0571-83787970

近期理财产品推荐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
慎。以上仅为产品信息提示，产品详情请以当期
产品说明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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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咨
询萧山支行客户经理！

明星系列

渤银理财
灵活6号

（每日开放申赎）

近七日
年化收益率

3.15%

起点金额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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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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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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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华夏财富宝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到期
6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4.59%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起购金额
1万元

1万元

产品列表

智慧大额存单

产品代码

CDs2112071
CDs2124071
CDs2136071

年利率

存款年利率2.3%
存款年利率2.9%
存款年利率3.55%

起点金额

20万元起，期限1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20万元起，期限2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20万元起，期限3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认购期

2021年10月1日-
2022年1月20日
（额满即止）

风险
等级

保本
保息

■通讯员平琴

为响应号召，进一步增强全员垃圾分
类意识，助力环境保护，中国工商银行杭
州江东支行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该行组织员工学习垃圾分类。通过
晨会、晚会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要求员工
认真学习分类知识、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标
准，不定期对员工垃圾分类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动员员工、保安等人员参与，对客户

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演练。
该行还通过多渠道宣传、多形式引

导，积极推广垃圾分类，让垃圾分类不仅
在员工的意识中扎根，而且在客户的日常
生活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该
行在大厅和公共办公区域摆放最新四色
垃圾桶，在信息公示栏张贴《杭州市生活
垃圾分类简化信息表》，规范垃圾投放；另
一方面，通过宣传屏、宣传单等方式在该
行客户中进行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还在厅堂设立垃圾分类专管员，接受客户
咨询，指导客户准确投放垃圾。

垃圾分类能减少环境污染、变废为
宝，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具
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需要凝
聚全社会力量坚持不懈才能取得胜利。
通过一系列举措，该行希望能传递一种绿
色生活理念——“垃圾分类我能行，绿色
生活我先行，为我们的美好明天奉献一份
力量”。

工行江东支行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通讯员王节

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
交易。

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表示，设立北
京证券交易所是党中央对资本市场贯
彻新发展理念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有金融企业，30多年来中信银
行始终秉承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践行
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担当，围绕前沿创
新、自主可控、国产替代、低碳减排等领
域，打造了覆盖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服务覆盖率已达20％。

近年来，中信银行充分发挥中信集
团“金融+实业”的独特优势，创新协同
模式，树立“中信协同+”品牌形象，持
续释放中信协同的潜力与价值。利用
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资源，中信银行在
服务创新型企业方面建立了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一方面，构建“不止于信贷”
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提供咨询顾
问、引入产业资本、嫁接金融资源、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等开放包容的金融服务
生态。例如，与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建
立联合服务团队，围绕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进行协同营销、共同服务，帮
助企业尽快对接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
发展；协同金石投资、中信建投资本、中

信产业基金等投资机构，为企业提供股
债结合的融资服务，助力企业引入优质
背景股东。

另一方面，中信银行不断提升大类
行业和细分领域的投研能力，覆盖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
源、医药医疗、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形成
以研究驱动业务的策略，促进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的开发和服务。围绕
企业成长周期中的各种融资场景，中信
银行发挥资源整合和价值判断的作用，
联合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交易银
行、股权激励、IPO服务、资本市场再融
资等产品，目前，中信银行已推出以成
长期科创企业为核心的多个创新产品，
包括科创企业信用贷、围绕主流私募机
构开展的投联贷、具有较强股权增值空
间的选择权贷款、大型券商辅导上市前
的上市贷、专业技术背景人才的创业
贷。此外，解决切实提升科技型小微企
业融资质效，中信银行还推出了全在
线、纯信用的“科创e贷”数据融资服
务，为科创小微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金融生态支持，深度赋能“中国智
造”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未来，中信银行将全力支持北京证
券交易所的发展与建设，强化对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精准滴灌和梯度布局，助力
科技企业从信贷市场到资本市场的拾
级而上。

■通讯员潘祉羽记者郑舒铭

挑选心仪的果蔬，从包里拿出现金交
给摊主，摊主接过现金放进铁罐，这是不
少人记忆中买菜的场景。那么读者朋友
们有想过摊主手上一罐罐的硬币最终都
去了哪里吗？答案就是银行，商户往往会
定期到银行将残损破旧的纸币、过多的硬
币兑换为大额、全新的钞票，但有时银行
网点离居住的地方较远，或者排队等候时
间偏长，没有经营需求的市民并不会特意
到银行去兑换，经年累月，家中也积攒了
不少“沉睡”的硬币。

为进一步加大残损币回收力度，持续
提升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畅通现金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萧
山支行组织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农
村、市场，开展“现金服务提质效、残币回
收进村镇”集中活动。在河上镇徐同泰广

场设置了主活动点，人民银行萧山支行携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萧山农商银行、邮储
银行萧山支行、萧山湖商村镇银行在该活
动点开展活动。另外，瓜沥镇商业中心、
义桥镇农贸市场等29个分活动点同时进
行集中兑换活动。活动还未开始，周边的
居民就纷纷上前询问活动内容，并将活动
举办的消息发送到村内微信群。活动正
式开始后，工作人员用普通话和萧山话向
群众仔细讲解“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
准”和反假货币知识，说明无偿兑换残损
人民币、提供券别调剂的服务承诺及举报
电话，并为居民现场兑换残损币。据统
计，集中活动日当天全辖金融机构共回收
残损券68063.27元、36799枚（张），兑换
原封新券65295元，发放宣传资料6100余
份，服务群众4358人。

而这只是萧山金融系统开展一系列
优化现金流通环境迎亚运活动的缩影。

亚运倒计时进入300天，萧山金融机构在
人民银行萧山支行的组织下，发挥网点、
网格、网络等方面的优势，除“现金服务提
质效、残币回收进村镇”集中活动外，还以
现金服务大篷车为依托，走进市场、走进
社区、走进农村、走进学校，开展小面额货
币“以旧换新”活动，将硬币自循环的意
义、不宜流通人民币标准等金融知识送入
公众手中。前三季度，全辖共实现硬币回
笼803.32万枚，硬币再投放890.65万枚，
共开展现金服务大篷车活动102次，兑换
现金 30.82 万元（其中原封新券 5.89 万
元），兑换现金38.49万枚/张（其中原封新
券2.29万枚/张），发放宣传资料6300份，
服务群众10532人次，联系周边商户9040
家，有效提升了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在
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爱护人民币氛围。

（图为我区银行工作人员为群众兑换
残损币。）

迎亚运 萧山金融系统开展主题活动

现金服务提质效 残币回收进村镇

中信银行全力支持北交所建设
综合金融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讯员裘佳妮

“手机充电、喝口热水、休息用餐”在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分行“户外劳动者驿
站”正在上演着这样一幕幕暖心的画面。

爱心驿站建于该行营业大厅，配备了
基础设施及用品，有微波炉、冰箱、休息
椅、饮水机、WIFI、手机充电设备、纸笔、报
刊书籍、医药箱、洗手间等，在这里休憩不
会影响到其他办理银行业务的客户，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地方虽小，却凝聚着
对劳动者的关爱。

“只要我们在营业，附近的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在户外劳动的人
们都能过来歇脚、喝水。”爱心驿站的工作
人员介绍，驿站开放时间就是网点的营业
时间，主要服务对象是环卫工人、出租车

司机、交通警察、城管、快递员、志愿者等
户外工作者，还有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
考生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彰显浙商银

行为社会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部分户外劳动者对银行业务不太了

解，积财不易，一旦被骗被盗，很多时候会
对他们整个家庭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
爱心驿站旁，该行专门设置了公共教育
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区，用图文并茂的宣
传单为进来休息的人们提供金融安全资
讯，大堂经理也时不时提醒人们如何防范
电信诈骗、盗刷卡，保护资金财产。

天润中心附近的环卫工人说：“以前
除了要办业务，银行我们都不大好意思进
去，现在浙商银行开办爱心驿站，让我们
感到被尊重。”

未来，浙商银行杭州萧山分行将进一
步开放共享自身资源，主动真诚地为劳动
者歇脚停靠提供便利场所，打造劳动者的

“歇脚地”“加油站”“充电桩”“暖心窝”，竭
力营造家的温馨与温暖。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分行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

当前热销

2021GG137

2021GG138

募集
结束日

11月30日

11月30日

成立日

12月1日

12月1日

期限

363天

180天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年）

4.07%（固收公募）

4.05%（固收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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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赢稳健和信定开1号

安盈象强债稳健
两年定开1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元

1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3个月

3个月

1个月

2年

2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1%/
3.5%

4.05%

3.65%

4.8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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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发客户专属，单户
限购50万

募集至12月16日，优
质非标打底，纯固收
投资

募集期12月1日，非
标打底，权益增强

产品列表

一、净值型理财

聚鑫赢A一月
定开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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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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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产品代码

JXYA1M3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

3.60%-4.35%

3.70%-4.45%

3.75%-4.55%

近七日年化
2.9634%

起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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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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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