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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金融

■版面统筹 /包子力（见习） 潘金倩 ■版面设计 /赵奇云

银行理财收益创 % 年来新低

6.
5%预期年化收益率产品正在销售 引发投资者关注
包子力 潘金倩 /文

业 界 动态
五月份以来，银行理财产品表现平淡，收益率呈现单边下跌的趋势。从多家银行数
据看到，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已正式迈入“&”时代，创下了 % 年
来的新低。
“短期内，低利率时代并不会结束，包括银行理财在内的各类理财产品收益仍会小
幅下跌。”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在央行降准等政策影响下，
国内货币环境较为宽松，
使得
理财投资的整体收益都将大幅降低。而年内仍有降息的空间，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时
要注意期限宜长不宜短，尽早锁定收益。

政信类理财受热捧
在银行理财不断降温的同时，政信类理财
产品却迎来一波投资热潮。在绍兴财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一款年化收益率 !"#$的长兴地区理财产品
正在火热销售，
已经有不少投资者申购投资。
据介绍，
该产品是浙江长兴经开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发行的，
募集资金将用于长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循环化改造工程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该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产品期限
为 & 年，认购金额 ' 万元起，每 ! 个月付息一
次。除了收益稳定、期限适中外，该产品在风险
上也做到了严格把控。据悉，此款产品的发行
主体的发债等级为 (( 级，还款来源为主营业
务收入和项目回购款。浙江太湖新城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为债券本息偿付提供无条件、全额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和回购承诺。

长兴地区理财产品引关注
“由于该产品 !"%$的预期年化收益比市面
上的理财产品相对较高，所以这款产品一上线
就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
仅如此，在理财产品收益率“跌跌不休”的现状
下，
!"%$的收益率可以说是优质产品，机会比
较难得。

有意向的投资者可以直接前往杭报集团富
阳文创大厦（体育馆路 4
5
7号）一楼富阳日报社
用户中心，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认购。
咨询热线：
63311789 63313899
61730288

富阳农商银行

“道德大讲堂”
为人品
“充值”
近日，富阳农商银行的“道德大讲堂”
正式开课，首次课程邀请了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老子书院的执行院长
王干城为该行上了一堂精彩的 《道德经》
课程。
《道德经》 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
品，
被誉为万经之王，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
的名著之一，
它对中国哲学、
科学、
政治、
宗
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道德经》也是除了
《圣经》之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
文化名著。王干城院长以《老子大义——
—为
品、创新品、出精品”活动，
“ 正人品”作为
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为题，
从仁、
德、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加强企业文化
慈、勇、道等方面对《道德经》进行释义，同
建设，构建风清气正、追求卓越的内部生
时结合我国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及我国与
态环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该行围绕
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
阐述了为人处世，
干 “诚信·理性·忠诚”的企业主流文化，通过
事创业所要遵从的
“道”
与
“德”
。
国学道德大讲堂，让全行干部员工接受道
课程不仅对该行员工树立正确的世
德洗礼、沐浴道德风尚、传承道德教化，为
界观和人生观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该行
员工们的人品“充值”
，以提升思想道德建
业务经营及管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
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弘扬
和更加丰富的方法。
主流文化，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
今年以来富阳农商银行开展了“正人
（包子力 孙蓝 /文）

南京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业内首款个人财富
“互联网 +池化”
产品落地

浙商银行发力消费金融转型
随着消费转型升级，网购、海淘、出国旅游等新消费热点呈井喷式发展，传统的银
行贷款和信用卡体系，已难以满足不断上升的消费信贷需求。近日，央行、银监会联合
发布《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积极培育和发展消费金融组
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
改善优化消费金融发展环境。
在这一背景下，浙商银行积极研发消费信贷产品，创新贷款模式，借助互联网新技
术，满足客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浙商银行业内首推个人财富
“池化”
管理
上月中旬，浙商银行发布业内首款个人池
—
“增金财富池”，标志着零
化授信融资产品——
售业务也进入
“池”时代。同时，
该行发布了“众
筹梦想 )*+, 卡”
，在业内率先推出“个人金融资
产联动信用卡额度”
服务。
具体来说，
“增金财富池”采用“互联网-池
化”业务模式，支持个人将持有的理财产品、电
子存单等流动性较弱的金融资产及房屋、个人
信用等非金融资产，入池生成授信融资额度，
可一站式实现理财、融资、增信等，解决了金融
产品中一直存在的流动性与收益性不能兼顾
的难题。

另一方面，针对银行贷款办理手续繁琐、
放款时间较长的难点，
“增金财富池”提供全线
上服务，免去客户跑网点、交材料、等审批等流
程，下载 (.. 后手指轻点即可“秒”获贷款。
浙商银行个人银行部总经理陶嵘向记者
介绍，财富池在急需资金周转、购买大件商品、
海淘和出国旅游刷卡消费时很管用。他进一步
介绍，
“ 在出国旅游购物时，看中了一件等值 #
万元人民币的商品，可所带 )*+, 梦想卡中的额
度不够。此时，他只需用手机银行操作，通过
‘个人金融资产联动信用卡额度’服务，提升
)*+, 梦想卡额度，理财消费两不误。”

池化融资引领消费金融转型
专家认为，浙商银行池化融资概念在同业
中较为领先，此款个人池化产品是零售领域的
再次创新，利用“互联网-”手段积极开拓消费
金融业务，也是商业银行转型的又一举措，有
望引领个人流动性管理新趋势。
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表示，个人财富池创
新了个人资产“池化”融资模式，并通过全流程
“线上化”操作，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用户体验。

未来浙商银行将以打造专业的“个人财富管家
银行”为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个人业务跨越式
发展。
今后，浙商银行将继续完善“增金财富池”
产品功能，扩大入池品种，优化操作流程，提升
用户体验，致力成为更专业的“个人财富管家
银行”。

举行
“六一亲子嘉年华”大型活动
上周末正值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南
京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和 /01# 浙江经济
广播联合富阳银泰购物中心共同推出“六
一亲子嘉年华”
活动。
通过现场的 2 台走秀、游戏和游园
会，解放了孩子的双手和双眼，寻回了最
纯真的童年乐趣。活动期间，南京银行在
现场发放宣传折页、摆放宣传展架、横幅，
并以实际案例、互动等灵活多样的宣传方
式，
增强了公众的金融理财意识。
这一活动不仅向客户宣传了南京银
行的各项金融理财产品，并且扩大了南京
银行的客户群体，打响了南京银行在富阳

地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了“好伙伴，大
未来”的品牌形象。
（包子力 徐丹萍 /文）

兴业银行

总资产全球银行排名第 35位
北京时间 % 月 3! 日凌晨，标普全球
市场情报发布的最新全球银行排名显示，
兴业银行以 45%4"% 亿美元的总资产居于
全球银行排行榜第 &% 位，排名较去年提
升 % 位，全球银行 %6 强地位进一步稳固。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最新发布的世界
银行排行榜，本次中国银行业共有 5% 家
银行进入全球银行 566 强，前 %6 强中占
55 席。四大国有银行占据排行榜的前 7
名。交行、邮储、招商、兴业、中信、浦发、民
生分列第 3&、
37、
&3、&%、&8、&1、
7& 位，其
中兴业银行排名提升 % 位，由去年的第
76 位提升到 &% 位，居国内银行八强。
365% 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进入转
型升级阵痛期，兴业银行通过继续深入推
进改革转型，主动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有

效抢抓市场机遇，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
展。
截至 365% 年末，兴业银行 总 资 产
%3144946 亿元，较年初增长 36"3%$；实现
净利润 %63"68 亿元，同比增长 !"%5$；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 5%7&"74 亿元，同比增长
3&"%4$；实现拨备前利润 5646"!1 亿元，
同比增长 3%"%3$；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
产收益率分别为 5"67$和 54"41$，继续保
持国内优秀水平。
兴业银行多年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
路，把握市场发展机遇，大胆开辟新“蓝
海”，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并
在多个领域形成竞争优势，绿色金融、银
银平台、互联网金融业务领先同业、发展
迅猛，轻型化转型颇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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