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账户排查
提升管控效率

工行萧山分行持续做好新开
账户和存量账户的风险排查及管
控。对新开个人账户通过事后电
话回访、智能外呼等方式开展二
次核实，确认客户可联系，账户为
本人使用。严格开展存续期个人
客户身份识别。通过大数据系
统，对客户信息缺失和异常账户
交易活动进行动态监测，切实做
好异常可疑账户监测。利用智能
风控平台，通过风控模型进行可
疑个人账户排查。加大存量账户
管理工作，对电信推送可疑数据、
涉案手机号、涉案关联账户、个人
银行账户长期不动户等重点领域
进行排查，并对异常账户采取相
应管理措施。开展“一人多户”专
项治理，确保客户账户使用安
全。同时该行组织开展企业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排查，明确专人
负责，落实排查责任，摸清账户状
况，对异常账户采取管控措施。
截至今年8月末，该行共排查个
人账户140万户，并对排查发现
的异常账户进行管控。

同时，该行开展 2022 年新
增涉案账户倒查工作，对涉案账
户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涉案账
户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针对
性的风险防控措施。对涉案账
户逐户开展倒查问责，对未按要
求查询“开户码”、未及时排查存
量账户、风险排查流于形式等导
致账户涉案的，按照《工行萧山
分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奖
惩机制》的通知，对涉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问题突出网点实行红
黄牌挂牌整治，压实防范电信诈
骗工作的主体责任。

构建反诈“防火墙” 守护群众“钱袋子”

■通讯员李媛俞虹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积极贯

彻落实浙江省深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执行中国人民银行

萧山支行等金融管理机构的各项工作部署，压

实责任、强化落实、统筹推进，积极构建反诈

“防火墙”，守护群众“钱袋子”，全力以赴维护

区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

工行萧山分行全力出击防范电信诈骗

筑起坚固防线
挽回客户损失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电信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如冒充公司老总诈骗、冒充QQ好友诈骗、微信点
赞诈骗、跨境赌博、刷单陷阱……诈骗手段不断升
级，老百姓一不留神就可能掉入诈骗“陷阱”。

近期，一位金女士急急忙忙走进了工行南阳
支行，找到大堂工作人员，希望能教一下她支付
宝提现以及汇款的流程。“请问对方的名字叫什
么？您认识对方吗？汇款过去有什么用途？是
否有公检法要求您汇款？”在工作人员按照惯例
开展汇款“四必问”时，金女士表示“对方还没把
汇款账号、姓名发送过来。”“对方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会不知道名字就要汇款了？”银行人员立即
警觉起来。“网上认识的，给我发了‘星空优选’的
软件，只要把这最后的两万五千元汇进去，我就
可以把剩下的佣金拿出来了。”金女士解释。

原来，该客户近几日已通过某银行手机银行
汇款几百几千元不等，想把这“最后一笔”汇过
去，提取软件上的6万多元佣金。工行工作人员
马上意识到这极可能是骗局，让金女士千万不能
汇，但是她坚决要汇款，并准备离开网点。网点
负责人及时进行了报警处理，民警到来后，带离
客户进行劝导。最后，经核实发现，这确实是一
起刷单诈骗案件，网点及时挽回客户资金2.5万
元损失。

面对诈骗分子的行径，工行萧山分行深入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行动，多措并举，全力落实
金融机构作为反诈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担当。

强化组织推动 深化宣传教育

工行萧山分行成立以行长为组长，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打击治理工作小组，明
确责任分工，强化工作协同，落实“打、防”
任务。同时，根据金融监管机构及上级行
的会议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方案与机
制，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建立工作台账，
狠抓工作落实，“纵到底、横到边”，将防诈
反诈工作全面部署至全行各层级、各条
线，切实筑牢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
博的防线。

同时，该行做好三篇文章，深化宣传教
育，提升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一是做好

“源头宣传”文章。向开户人员宣传出租、
出借、买卖银行账户的法律后果和金融惩
戒措施，引导其依法开立和使用银行账
户。二是做好“重点人群宣传”文章。利用
外拓服务专场、财富沙龙、日常上门服务等
方式，向企业财务人员、高净值客户宣传常
见的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提高其安全
支付和反诈防骗意识。三是做好“百地宣

传进万家”文章。组织全辖网点根据“百地
宣传进万家全民反诈总动员”活动要求，精
准提示电信诈骗风险，有效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百姓的“钱袋子”。仅今年集中宣教日
当天，该行辖内网点即开展6个“走进活
动”，场景涵盖医院、社区、学校、企业和商
圈等。今年以来，工行萧山分行已通过行
内外各类媒体开展宣传5次，同时组织现场
宣传363次，发放宣传资料1.58万份，宣传
覆盖人数超1.6万人次。

今年6月，人行萧山支行、区公安分局、工行萧山分行共同举办“百地宣传走万家全民反诈总动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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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南方均衡成长
（016492）

基金定投
【目标盈】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

—

特色
价值与成长兼顾，力争
低波动下的稳定超额收
益。

一键签约自动买入、懒
人投资达标止盈

产品名称

保诚智尚人生C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
到期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业绩基准
1年期LPR+0.5%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起购
金额

1万元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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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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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康福护理保险（万能型）

泰康幸福世嘉
（年金险＋分红＋万能险）

百年挚爱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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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缴）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4.55%
保底按2.5%年复利递增，实

际利率按实际结算为准
保额按3.5%年复利递增

起点金额
10000元起

10000元起

3000元起

发行机构
和谐健康保险

泰康人寿

百年人寿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低风险

产品
名称

惠存

起点
金额

1万元

测算年化收益率

1年期2.05%、2年期
2.65%、3年期3.3%

（保本保息，可提前支取）

浙商银行最新财富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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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通讯员姜莉莉

为帮助青少年培养财商，普及金融知识，
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近日，南京银行杭州
萧山支行党支部成员走进党建共建单位衙前
镇凤凰村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争做金融小卫
士”小小银行家主题活动，送上生动有趣的

“财商第一课”。
课堂上，该行志愿者通过图文讲解与互

动问答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了货币的起源、
种类以及青少年财富规划方式。“你们知道家
里的钱是哪来的吗？”看似简单的问题，立马
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大家踊跃举手发言，

“银行”“爸爸的口袋”……孩子们争先恐后发
言，逗得一旁的家长忍不住笑出声来，气氛十
分活跃。

活动还邀请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王世奇，现场教授孩子们学
习制作亚运吉祥物面塑，感受传统手工技艺
的魅力。与此同时，该行志愿者们也将防诈
骗、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等宣传册分发给每

一位家长，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凤凰村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为孩子

们的财商启蒙翻开了重要一页，希望这颗金
融种子可以在大家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 据悉，这是今年8月初南京银行杭州萧

山支行与衙前镇凤凰村签订党建共建协议并
成立“青少年财商教育基地”后的首次活动。
接下来，该行将持续开展各类知识普及活动，
扩大党建共建成果，在做好金融服务的同时，
让金融更具温度。

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小小银行家”活动走进衙前镇凤凰村

播下财商启蒙种子 让金融更具温度 中信银行品牌焕新让财富有温度
■通讯员王节

9月16日，中信银行在中信大
厦举办了品牌升级发布仪式，并发
布了品牌口号“让财富有温度”。时
值中信银行成立35周年之际，回顾
发展历程，中信银行始终坚守服务
实体经济初心，与时代同行。展望
未来征途，中信银行将以“有温度”
的服务提供客户全方位体验，以“有
温度”的管理凝聚内部发展合力，
以“有温度”的品牌塑造值得托付未
来的“价值银行”。

35年以来，中信银行正是因为
赓续实业报国的初心使命，坚守正
确的义利观，秉持以客为尊的服务
理念，才收获了如今的成就。当前，
在时代转折与求新求变交织的关键
时刻，中信银行承接中信集团“共创
新可能”的品牌主张，将“温度”与

“财富”结合起来，通过“有温度”的
服务模式，建立差异化竞争力；依托

“有价值”的服务生态，持续提升“综
合金融服务”能力，为客户创造穿越

周期的长期价值，提供“不止于金
融”的全方位服务。

创立之初，中信银行作为改革
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综合性
商业银行，此后，为进一步提升竞争
力，中信银行又以切实行动加快向
现代金融企业迈进，于2007年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成功上市后的中信
银行迎来了高速发展期，资产规模
由上市时的1万亿元发展到现在的
8万亿元，并在国内153个大中城市
设有1423家营业网点，拥有员工近
6万名。

随着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大，市
场对中信银行的期待也在不断攀
升。除持续发挥对公业务的优势
外，中信银行启动了战略转型，以创
新的业务生态，满足企业客户和个
人客户对于资产配置多元化、融资
需求多样化的需求。例如，依托“互
联网+”因素推出的“交易+”历经两
次关键迭代升级，已构筑了一个成
熟的“智慧联通”交易银行数字化业
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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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鑫赢C-1号

注：升鑫赢为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2年9月22日

产品代码

JXYA1M3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SXYC1

业绩比较基准

——

3.30%-4.35%

3.40%-4.45%

3.55%-4.55%

近七日年化
2.6613%

近七日年化
2.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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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元起购，上限1亿元，T日15:30
（含）前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T+1
日确认。15:30后提交的申购、赎回

申请，T+2日确认

认购期

10月8日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风险
等级

较低
风险
(PR2)

较低
风险
(PR2)

低
风险

（PR1）

产品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结构性存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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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盈象强债稳健一年

多彩象多资产稳健两年
定开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105天

3个月

3个月

1年

2年

业绩基准
2.2%-2.6%
2.2%-2.6%

1.6%/
2.82%/
3.22%

4.05%

3.25%

4.6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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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户限购20万元

代发客户专属

单边开放日：9 月
28 日，精选优质
债权资产打底

单边开放日：9月28
日，固收打底，权益
增强，每半年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