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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产品”重磅出击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中信银行“月月息大额存款”，保本保息！

慈溪支行理财联系电话：63034036、63034136、63034018、63034055
桥城支行理财联系电话：63925328、63925307、63925323

◆中信银行推出个人不动产抵押贷款、网络消费信用贷等多种零
售贷款品种供您选择。咨询电话：63034017 63925581
慈溪支行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开发大道1434-1452号（中医院斜对面）
桥城支行地址：慈溪市古塘街道教场山路88-98号

金额

100万元

50万元

20万元

存期

三年

三年

三年

利率

4.13%
4.13%
4.05%

付息周期

按月付息

按月付息

按月付息

月得利息

3441元
1720元
675元

◆中信银行“美元定期存款”：一年期：2.7%（5000元起）
（存期及收益率仅供参考，具体收益详询网点）

新思维·心服务

慈溪支行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23号 联系电话：63119025 56776707
宗汉支行地址：慈溪市三北西大街1555号 联系电话：63081115 63081112
杭州湾新区支行地址：慈溪市杭州湾新区商贸街12号 联系电话：58996188 58996160

轻松理财 快乐生活 客服热线95528 www.spdb.com.cn 网上银行ebank.spdb.com.cn

你，是你自己的银行
浦发银行·公积金点贷
贷自己好一点

手机申请秒速到账，随借随还
连续缴存 6 个月公积金就能贷
最高 30 万，最长贷 5 年，还款无压力

易：
快：

省：

慈溪分行
CIXI BRANCH

慈溪分行 58585130
观城支行 58585358
周巷支行 58585336
胜山支行 58585347

新浦支行 58585371
附海支行 58585365
掌起支行 58964941
龙山支行 58585839

逍林支行 58965308
横河支行 58585247
园丁支行 58585996
新城支行 58585901

古塘支行 58585246
孙塘支行 58585395

详询慈溪建行各网点

信 我 信 未 来

杭州银行“幸福99”本周理财产品一览

1401号银行理财管理计划为高净值、私银专享-客户风险等级需达到平衡型以上
产品编号
GL1401

起存金额
10万元起购1万元递增

申购期
8.15-8.19

开放期
8.15-8.17

分红日
8.20

上期年化收益率
4.165%

美元存款
产品名称

“百盈存款”

发行日期

7月1日

至9月30日

续存
期限
3个月
6个月
13个月

发行
币种
美元
美元
美元

起点金额
（美元）

100
100
100

利率购买金额为
2000美元以下

2.25%
2.35%
2.6%

利率购买金额为
2000美元以上（含）

2.45%
2.55%
2.8%

百盈存款

慈溪支行理财热线：63878008 63878056 63878016
贷款咨询热线：63878057
地址：新城大道南路 258-280 号 （公交车 2、8、10、21、

213、235、293路虞波广场东直达）
宗汉支行理财热线：63878088、63878097
贷款热线：63878097
地址：宗汉街道西二环北路666号（公交车8路宗汉街道直达）

杭银一天理财——“新钱包”，近期年化收益率 3.8%左右浮动！
工作日9：00-15：45随存随取，实时到账！（1000万元以内）。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收
益，投资须谨慎。详情请咨询理财经理！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认购期

理财开始日
理财期限

起存金额

预期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理财新客户
专属91天

F15955
8.7-8.13

8.14
91天

1万元/20万元/100万元

4.2%/4.25%/4.3%

固定收益类19115期
银行理财计划

FY3G19115
8.8-8.14

8.15
735天

5万元

4.7%

固定收益类19116期
银行理财计划

FY3G19116
8.8-8.14

8.15
980天

5万元

5.0%

固定收益类19117期
银行理财计划

FY3G19117
8.13-8.19

8.20
364天

5万元

4.2%

固定收益类19120期
（新客专属）
银行理财计划
FY3G19120
8.15-8.21

8.22
735天

1万元

4.8%

杭州银行信用贷款（公鸡贷）
目标客群：针对优质企事业单位正式员工推出的信用贷款产品。
企事业单位工作并在本地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12个月且公积金
单边缴交额≥360元（受薪类客户）。
产品特点：流程简便，全线上操作，可关联他行卡，无需跑银行。
期限：1年-3年。
利率：日息最低 1.6元/万元起，一年期最低月利率 4.97‰，三年
期最低月利率5.34‰。

◆拳头产品“薪金煲，天天利”：“人民币”1万元起购，每天计
息，使用灵活，7*24小时随买随取（当天最高取 50万元），7天年化
收益率可达3.5%。是您小额理财的最佳选择。

◆中信爆款理财：业绩比较基准5万元起4.20%（三个月）。要理
财、找中信。

◆中信新客理财：预期年化收益1万元起4.45%（63天），最高可
享50万；业绩比较基准1万元起4.20%（三个月），更可享受最高400
元的理财神券。

◆中信结构性存款理财：3.90%-4.20%（三个月），3.75%-4.05%
（半年），3.70%-4.00%（一年）。

◆中信红权益：凡在中信银行管资达 50万元（含）以上且达标
即可获赠“中信红权益”机场/高铁贵宾休息室权益。成为中信银行
的客户，是您不错的选择。

◆中信银行“每月福利”：凡是中信银行管资月日均达50万元以
上的达标客户，每季度可享9元家政服务一次。

8月10日凌晨，今年9号超强台风“利奇马”
登陆温岭，受其影响，慈溪、杭州湾地区暴风暴雨
严重，企业、居民、农户遭受不同程度灾害损失。

当天上午，太保产险慈溪中心支公司“e农
险”气象指数保险智能自动定损理赔服务快速启
动。新浦镇南美白对虾水产养殖户罗同权第一时
间就获得了太保产险的赔款 2.7万元，从台风登
陆到赔付到位仅仅一个上午。今年，慈溪地区共
有177户水产养殖户投保太保产险白对虾气象指
数保险，投保面积8400亩。截至8月11日，“利
奇马”台风风力等级触发理赔值，全部投保农户
出险，太保产险合计赔款金额为 181.2万元。至
此，太保南美白对虾气象指数保险项目年度累计
赔款335万元，赔付率125%。

面对“利奇马”的来袭，太保产险慈溪中心
支公司积极准备，沉着应战，第一时间现场救
援，快速定损理赔。截至8月11日，公司共接到
报案 96起，估损金额 350余万元，公司快速定
损、理赔，为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至11日，案件100%现场勘查，并
快捷赔付，案件已决率达75%。

灾前：严阵以待 凝聚合力

一是全面部署，高度重视。太保产险全体员
工聚焦防汛抗台重点工作，严密部署狠抓落实。
根据“防灾防台工作预案”，及时启动 I级应急
响应，全体员工取消周末休假，防灾查勘工作组
人员昼夜值班，争分夺秒又有序地落实防汛管理

前置、施救资源落实、灾前物资准备、理赔绿色
通道启动等各项抗台救灾善后理赔准备工作。

二是全面预警，准确有效。“利奇马”台风
形成后，持续关注台风路径、走势，灾前通过电
话、微信、邮件、短信等渠道向全体客户发布防
台预警，以及车辆避灾、救援知识等提示，向企
业客户发出《台风应对指南》。

三是现场走访，全力保障。台风来临前两
日，太保产险全员动员，组织力量，对企财险、
工程险客户进行全面走访检查。特别是对重点企
业、重点区域，督促企业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灾前共走访企财险客户217家，工程险27家。

灾中：第一时间 救援理赔

8月 8日晚起，台风带来的大风大雨开始侵
袭慈溪、杭州湾新区，路面积水及相关企业浸水
严重。太保产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
组织救援，快速反应，派出 20多组人员赶赴受
灾现场进行查勘定损；严重积水路段放置警示牌
并及时劝阻仍欲冒险涉水行驶的车辆绕行避险；
联系安排增派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公司领导分组
亲赴现场指挥救援，及时了解受损情况，安排快
速理赔。

截至 8月 11日，共接到车险报案 49起，并
全部完成查勘施救以及部分定损结案；非车险报
案 47家，全部做到现场勘查。灾情发生后，太
保产险即刻与上海运营中心联系沟通，建立快速
处理绿色理赔通道，确保接到报案、调度、查勘

定损、核保等工作的畅通进行。
因慈溪特殊的地理位置，本次台风损失低于预

期。太保产险慈溪中心支公司查勘力量在基本完成
本地查勘任务后，迅速抽调人员，赶赴宁波及其它
县市帮助救援理赔。

灾后：分析总结 后续部署

8月 11日，太保产险召开防汛防台总结会议，
明确指出对于每一个报案都要做到“每案有人、小
案快结、公估跟踪、大案共商、业赔联动”。太保
产险始终坚持“不惜赔、不滥赔”的理念，践行

“厚德至善、扶危济灾”的理赔文化价值观，竭力
为客户提供“极速、极益、极暖”的太保服务，确
保最快时间内完成灾后理赔工作。

“利奇马”奔袭慈溪 “太保产险”快速理赔

太保产险慈溪中心支公司总经理高小伟灾前现
场走访企业客户。

脱缰的“利奇马”给我市农业生产带来较大
灾害，给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慈溪人保在台风来临前，第一时间开展重点企
业、农业大户、重点工程的防灾防检查，对全体
客户和全市居民发出防台抗台警示。台风登陆
后，全体员工取消休假投入抢灾救灾、查勘理赔
工作，与时间赛跑速战速决“利奇马”带来的灾
害损失，在三天之内基本完成了农房险、巨灾保
险等民生领域保险以及企财险的查勘定损工作，
面广量大的农业保险查勘定损进度超过60%。

截至 8月 12日，慈溪人保共接到案件 996
件，报损金额 2178万元，目前已完成查勘 591
件（其中车险定损率 100%，农房险查勘完成率
98%、巨灾险查勘完成率 100%、企财险查勘完
成率 96%、工程险查勘完成率 100%、家财险查
勘完成率70%），已支付赔款74万元。

农险理赔“拼命跑”，让服务有高度

从出险、报案到查勘、理赔，仅一天时间，
8月11日，桥头郑涌森蔬菜农场、观海卫七姐妹
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周巷黄花梨种植大户戎炜
淼、逍林露地蔬菜农户楼黎明均收到了保险公司
的（预）赔付款。这也是“利奇马”影响下，慈
溪全市范围内第一批获得种植保险理赔款的赔
案，并由市农业农村局和慈溪人保领导亲自送到
受灾农户手中。慈溪人保派出 20组共 40余人的

农险查勘人员奔赴田间地头，自带简食，争分夺
秒转移受损农田，力争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查勘
定损工作，用抢收抢种、预赔快赔等方式帮助受
灾农户生产自救。

作为国有大型保险骨干企业以及慈溪市政策
性农业保险首席承保人，慈溪人保建立了 19个
乡镇/街道服务部、300人专兼职服务队伍的农村
基层保险服务体系，为农业保险构筑风险屏障，
彰显“台风无情、保险有情”的行业价值。2019
年1月至6月，慈溪人保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
险累计向全市 2766户（次）农户提供了 5.25亿
元风险保障，向超千户（次）参保农户支付了
3400万元赔款。

巨灾理赔“一起跑”，让服务有广度

8月 10日上午，慈溪人保派出 40组 80余人
的巨灾理赔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社区、行政村现场
查勘，对进水20cm以上的家庭赔付500-2000元
的赔款。截至8月12日，接到巨灾保险出险报案
258户，已全部完成查勘定损，并在8月13日之
前完成公示工作。

巨灾保险实施四年来，慈溪先后经历了“灿
鸿”“杜鹃”“莫兰蒂”“鲶鱼”等多次台风灾害
和暴雨极端天气，充分发挥了风险“缓冲带”和
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政府部门以公共巨灾保
险制度为纽带，有机融合保险服务网络与民政灾

害救助网络，增强了社会防灾减灾的社会合力。

农房理赔“冲刺跑”，让服务有温度

8月10日上午，慈溪庵东镇富北村一间房屋因台
风暴雨窗框被吹走。接到报案后，慈溪人保查勘人
员迅速奔赴现场查勘，发现一片狼藉。慈溪人保立
即开通台风“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现场即刻
赔款，农户十分满意，积极解决了受灾户的困扰。
此次台风共有62户受灾，已全部完成查勘工作，手
续齐全的受灾户在8月13日之前都能收到赔款。

车险理赔“线上跑”，让服务有速度

8月10日，车主林先生的车因超强台风“利奇
马”暴雨影响受淹进水，林先生通过宁波人保财险

“拇指理赔”进行了线上事故处理，整案赔付金额
2000元，全程仅用了15分钟。林先生说：“我的车
都还没有到修理厂，赔款就已经到了，人保品牌，
真的不错！”仅台风登陆当天，就有 111名客户通
过“拇指理赔”，享受到了车险理赔“零跑腿”服
务。针对机动车辆单方事故，中国人保财险推出了
理赔“零单证，不等待”服务，客户在事故现场可
直接通过“宁波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中的“拇指
理赔”功能，掌上完成报案、查勘、定损、赔款支
付等理赔环节，真正实现了单证零提交、赔款不等
待。

快处 快查 快赔

慈溪人保与时间赛跑赢战“利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