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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 11日，民泰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成立五周年，为了让金融知识走入寻常百
姓家，让大家更加了解该行，即日起，该行联合本报开展“民泰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五周年金
融知识有奖竞答”系列活动。（所有答案均可在系列知识介绍中找到）。

一、竞赛时间：即日起不定期刊登，共 6周。
二、答卷方式：
1.参加竞答的市民可按要求填好答案，完成后请沿虚线剪下答题区（答题区不可复

印），邮寄或直接送到富阳日报社·品牌营销部（体育场路 217号 1606室）。
2.主办单位将在答对全部问题的合格者中，抽取幸运竞答者 5名，他们分别将获得

由民泰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每周公布获奖名单。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小百合一本通# 存款业务是指
客户在存入存款时，不约定存期，支
取存款时按实际存期所对应的整存
整取存款利率档次计付利息的一种
储蓄存款。适用于存款金额在五仟元

（含）到五万元（不含）之间的个人客
户，客户可以选择存折或者借记卡作
为存款凭证。

"百合一本通$存款业务是指客户
在存入存款时，不约定存期，支取存款
时按实际存期所对应的整存整取存款
利率档次计付利息的一种存款业务。
适用于存款金额在 ! 万元（含）以上的
个人客户和存款金额在 !" 万元（不
含）以上的单位客户，客户可以选择存
折或者借记卡作为存款凭证。

%民泰借记卡$

#$% 机境内异地

跨行取现 " 手续费，加入银联柜面通、易
时行柜面通、兴业柜面通、城商行柜面
通，实现他行转账 " 手续费，方便快捷。

"天天宝$与基金公司合作，通过本
行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渠道为客户提
供货币基金的业务，该业务通过将活期
存款购买与天天宝对接的指定货币基金
方式实现。做到天天有回报，天天可见自
己有多少回报。

"手机银行$为客户免费提供手机银
行服务，方便、快捷、安全、先进的论证方
式，持续不断提供安全保障。

"贵金属$ 与金一黄金公司合作，推
出多款黄金产品。

"理财产品$每周均会推出多种不同
期限的理财产品供客户选择，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理财咨询和理财投资。

民泰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成立五周年金融知识有奖竞答

答题区

民泰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成立五周年金融知识有奖竞答⑥

行特色产品介绍

上期获奖者名单!陈红英 徐桂红 夏贺群 叶文华 叶旭钧
请以上获奖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在 6月 5日前来富阳日报社·品牌营销部，领取精

美礼品一份。

"小百合一本通$存款业务是指客户在
存入存款时，不约定存期，支取存款时按
&&&&&&&&& 所对应的整存整取存款利率档
次计付利息的一种储蓄存款。适用于存款
金额在 &&&&&&&& 到 &&&&&&&& 之间的个人
客户，客户可以选择存折或者借记卡作为
存款凭证。

"百合一本通$存款业务适用于存款金
额在 &&&&&&&& 以上的个人客户和存款金
额在 &&&&&&&& 以上的单位客户。

"民泰借记卡$

#$% 机境内异地跨行取
现 &&&&&&&&，实现他行转账 &&&&&&&&，方
便快捷。

"天天宝 $ 与 &&&&&&&& 合作，做到
&&&&& 有回报，天天可见自己有多少回报。

"手机银行$为客户免费提供手机银行
服务，&&&&&&&&&&&&&&&&&&&&&&&& 的论证
方式，持续不断提供安全保障。

刘丽萍 唐妍波/文

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创
投跨界融合’高峰论坛暨 '"(! 中国区
优秀投行评选颁奖盛典”在杭州落下
帷幕。杭州银行凭借在债券承销、新三
板业务、其他创新业务等投行业务的
专业能力，从参评的 () 家城商行中脱
颖而出，荣膺“*+(! 中国区最佳城商
行投行”。

在圆桌论坛环节，丁锋副行长表

示，杭州银行一直立足实体经济与战略
性目标客户，充分发挥整合资源能力，不
断提升全方位、全周期的专业化金融服
务能力。杭州银行一直期待与快速发展
的“新三板”企业共同成长，今年还将推
出的“三三三”计划：为三百家“新三板”
挂牌企业提供三十亿的授信规模。

面对企业成长各阶段的多元化融资
需求，杭州银行致力于向广大优质客户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专业服
务，在商业银行传统金融服务的基础上，

积极协助企业完成债权融资、股权融资、
并购重组、市值管理、转板上市等多元化
资本运作。通过扩展、延伸金融服务，打
造投融资相结合的“综合性一站式整体
金融服务解决方案”。通过充分整合内外
部产品、渠道、信息等资源，积极整合直
接融资、间接融资、财富管理等各类产
品，整合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境外市场
等跨市场资源，有效提高了专业化服务
能力，持续助力客户提升企业价值，实现
双赢合作与长远发展。

胡军民 唐妍波/文

近日，中国人寿富阳支公司、区人
力社保局、食安办、财政局等单位联合
协商决定，在大社保平台的“富阳区公
共灾害民生保险”中增加“农村集体聚
餐食品安全保险”责任。根据保险协议
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凡参加农村集体
聚餐的进餐者因在农村集体聚餐活动
中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急性食源性疾
病，造成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或致人

死亡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国人寿将给
予每人最高 (! 万元的保险理赔。

在今年召开的富阳区十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上，区政府把“加强食品安全
管理”确定为 *"(!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并提出了实施农村集体聚餐食品
安全保险的要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在大社保平台的
牵头协调下，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协
商，在不增加区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进
一步扩大保险保障范围，以满足城乡

居民的保障需求。
“富阳区公共灾害民生保险”是区政

府大社保平台推出的一项创新工程、实事
工程和惠民工程。实施初期，保障范围只
限于十一类重大自然灾害，经过二年来的
完善，现已将保险范围扩大到了重大自然
灾害、见义勇为、火灾、溺水身故、低保及
困难家庭的意外身故、公共电梯意外伤
害、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保险等七个方
面。今年以来已受理各类报案 (" 起，需支
付保险赔款 ," 多万元。

金艳 唐妍波/文

! 月 (- 日，宝宝 ./" 版的标志性产
品———中信银行“薪金煲”成立一周年，
旗下挂钩的五只货币基金签约客户总
数已超过 ("" 万，总规模快速增长至
.""多亿元。截至 0月底，五只货币基金
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 0/.!1。

'+20 年 ! 月 2- 日，被业内称为
“宝宝 ./+”的薪金煲正式亮相，与其他
宝宝类产品比较，薪金煲用“无投资门

槛，无赎回时限”重新定义了货币基
金。投资者自己设定银行账户活期保
底金额，超出部分自动申购货币基金。
闪电买入、赎回，即使是散碎银两也能
随时增值。不用赎回，就能直接在 #$%

机上直接取款、转账，在 345 机上刷卡
消费，还可自动发起赎回用于信用卡、
个人贷款的还款，流动性媲美活期存
款。

作为货币基金，收益表现当然是
客户看重的硬指标。在中信银行薪金

煲旗下，挂钩了五只货币基金：嘉实薪金
宝、信诚薪金宝、华夏薪金宝、南方薪金宝
以及国寿安保薪金宝。据 6789 数据，截
至今年 0 月底，五只货币基金平均年化收
益率达到 0/.!1，实现了良好的保值增值
功能。

*"(! 年，注定是“互联网:”时代的元
年。据了解，中信银行计划下一步在薪金
煲现金管理服务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升级
优化，为客户实现在移动端的全面资产配
置服务。

杭州银行荣膺“年度最佳城商行投行”

中信银行“薪金煲”一周年 平均年化收益率4.35%

大社保平台为落实民生实事又出最新惠民政策
“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意外保险”全面实施

民泰银行富阳支行五周年员工寄语祝愿

今年是民泰银行富阳支行成立五周年，该行员工纷纷献上真
挚美好的祝福。下面是部分祝语选登，我们相信该行在员工上下一
心携手并肩努力下，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史建军：服务小微、精耕细作、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吴超君:有幸见证了富阳民泰这 ! 年的飞速发展，感谢您给予
我这样一个华丽的舞台，一起走过的日子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们 ! 周岁了，祝愿我们的明天更加璀璨。

戴晓锋：入行半年，在民泰银行这个年轻的团队，每天都是新
的开始、每天都是新的挑战，愿民泰的明天更美好！

王蓉：入行五年。五年风雨同舟，愿我们以后的路都走得更好，
更远！

张晨莺：富丽堂皇把歌放 阳光明媚好时光
民生民计驻心中 泰来否及乐开怀
银花火树五年庆 行业之中口碑佳

何雨兰：民泰大家庭，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朱玲英：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我们并肩前行，愿富阳民泰明天
更美好！

葛林祥：辉煌的五年过去了，下一个五年即将来临，我们充满
信心，我们相信：民泰，下一站，展翅飞翔！

姜杨涛：民泰银行，小企业之家，你我的家。

汪芳：感谢您给我提供了实现自我的舞台，民泰有我更好、更
快、更强。

朱莹：五年风雨同舟，民泰富阳再创辉煌！

章佳梅：五年辉煌，阳光在心，服务在行，生日快乐，我的民泰。

孙怡如：在平凡的路上，做着平凡的事，因为有民泰，让我平凡
的人生有不平凡的故事。

郭瑶：民泰于我是一个事业的发展，民泰于我是一个成长的舞
台，民泰于我 一个职业生涯。

陈波：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一定不会缺席。阳
光灿烂的某一天，我在努力，你在点头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