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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沈丽群

产品名称
个人人民币一年整整户
个人人民币一年整整户
个人人民币二年整整户
个人人民币二年整整户
个人人民币三年整整户
个人人民币三年整整户

产品期限
1年
1年
2年
2年
3年
3年

年化收益率
2.00%
2.05%
2.55%
2.60%
3.25%
3.30%

起存金额
1万元
5万元
1万元
5万元
1万元
5万元

购买渠道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柜面、自助交易机、手机银行

慈溪支行理财热线：63878008 63878056 贷款咨询热线：63878016
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南路258-280号（公交车2、8、10、21、210、213、290、
292、293、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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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宗汉街道西二环北路666号（公交车8路宗汉街道直达）

信 我 信 未 来

代销理财

定期存款

杭州银行存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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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代销产品由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与管理。杭州银行仅是以上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
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具体信息详询工作人员或致电客服电话95398）

交易规则：1、到期自动转存，到期日本息合计后，自动转入下一个约定存期，利率按转存日
挂牌公告的相应期限利率执行。2、可以全部或部分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的，一个存期内
只允许一次。全部提前支取或部分提前支取的部分，根据实际存期，按支取日挂牌活期存款
利率计息。部分提前支取的剩余金额需不低于最低起存金额，剩余部分到期时按原存入日/转
存日约定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代销理财

目标客群：稳定缴纳公积金的授薪人士
针对公务员、事业编制、医生、老师、银行、证券、

保险公司、电信、移动、联通、电力、律师、会计、部分
国有企业等正式在编员工。

产品特点：
线上操作，扫码申请，关联他行卡，无需跑银行，最

快 10分钟完成；期限长，到账快，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超多丰富福利。

年利率（单利）：低至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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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信用贷款（公鸡贷）

本报讯 近日，新区农行开展
“免费午餐”公益捐赠活动，帮助
困难儿童健康成长。

本次活动为线上订购公益午

餐，员工自主在官方渠道按周、按月
订购午餐。短短三天时间，筹集公益
午餐745顿，合计金额4470元，用实
际行动助力“爱心午餐”扎根大山，
让孩子们吃上健康美味的营养餐。该
行将持续关注困难儿童，助力营造良
好的成长环境。

新区农行开展
“免费午餐”公益捐赠活动

日前，新区农行走进听海苑幼
儿园开展“小小银行家”金融知识
普及活动。工作人员通过专题讲座
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让小朋
友们了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同
时，通过案例解析、问答巩固，讲
授防范电信诈骗知识，在小朋友心
中播下“反诈”的种子。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罗淑君 崔婉玲

金融知识普及
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 近日，慈溪农商行向
我市某镇农业服务总公司发放1亿
元专项贷款，及时解决了该公司当
地山林产业化集约化项目中支付土
地流转的费用。与此同时，慈溪农
商行联合当地农户小额融资担保公
司向慈溪市某水稻种植场发放 60
万元贷款用于其购买化肥。这是今
年该行助力春耕备耕两个小小的缩
影。

立春过后，慈溪农商行积极践
行全方位、成体系，以人为核心的
普惠金融工程，以乡村振兴主办银
行的责任担当，从金融服务的有效

性、可得性、便利性入手，精准“滴
灌”，全力做好春耕备耕金融服务工
作。截至3月12日，该行新投放春耕
备耕信贷资金 7.53亿元，惠及 4836
户农业主体以及农资配套企业。

多方合作，提高农业主体金融服
务的有效性。该行与农业农村等相关
部门共同培育多类型“农创客”，探
索整村开发的投贷联动支持模式，全
面助力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全
面深化“三位一体”合作，推动

“慈农优选”优质农副产品入驻丰收
互联，开展助农直播等线上销售活
动，协助农业主体加快资金周转进
程。

主动跟进，提高农业主体金融服

务的可得性。该行以“数据助力服
务、服务惠及农户”为理念，开展农
业主体定期走访，逐户排摸，面对面
了解农业主体资金需求，推进农业主
体有感反馈、授信提额，全面落实
10亿元春耕备耕专项资金投放。同
时，结合不同农产品等的周期特性，
创新周期适配、金额适配、担保适配
的惠农专项信贷产品，优化“水稻
贷”“蜜桃贷”“葡萄贷”等贷款期
限、还款方式，适配农业生产周期。
对于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农业经营
主体，主动提供展期、无还本续贷等
服务，并加快排查疫情后农业主体增
资拓产的资金需求，降低农业主体贷
款周转和还款压力。

优化创新，提高农业主体金融

服务的便利性。该行开辟绿色通
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
放，保障农业主体审贷、放款服务
高效。同时，根据农业经营主体示
范等级分级，给予不同的优惠利率
和贷款额度，满足不同层级农业主
体用信需求，如国家级示范性农民
专业合作社可享受低利率、最高100
万元的信用贷款，降低农业主体融资
成本。

农商行活水“滴灌”助力春耕备耕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罗淑君 徐银贝

本报讯 近日，庵东农行为一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绿色通道，
快速高效办理业务，获得客户点
赞。

当日，该行工作人员发现网点
门口的车上下来一位行动不便的老

人，立刻上前搀扶询问。原来，老人
在家属的陪同下来网点办理取款业
务，但忘记了银行卡密码。于是，工
作人员用爱心轮椅将老人护送至大
堂，并安排绿色通道为其顺利办理了
密码重置和取款业务。随后，工作人
员将老人送回车上，并告知老人及其
家属下次遇到此类情况可联系网点提
供上门服务。

庵东农行为老年客户
提供暖心服务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罗淑君 张锡雯

本报讯 日前，慈溪农行举办
了“读家书 谈家风”暨清廉金融
文化主题活动”主题座谈会。

座谈会上，员工们有的诵读曾
国藩、梁启超等历史名人的家书，感

受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有的诵读自己
的家书，娓娓讲述父母对子女的谆谆教
诲和殷切期盼、夫妻之间的互相勉励，
纸短情长，言简意赅。座谈会有欢笑
有回忆有泪水，有共鸣有收获有启
发。会后，女员工们纷纷表示要传承
好家风，弘扬好家风，以更大的“她
力量”绽放在家庭，盛放在岗位。

慈溪农行举行
“读家书 谈家风”主题座谈会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俞檬杉 戎雨筱

日前，慈溪工行组织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通过在周边摆设志愿摊位
为民众提供公益理发服务，同时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邹秋露

学雷锋 传温暖

日前，慈溪农行联合宁波市农行团委与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开展学
雷锋志愿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介绍了金融知识和典型的校园金融诈骗
案例，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
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戎雨筱

本报讯 近日，慈溪农商行成
功拦截一起假借“京东白条”诱导
客户申请线上贷款类诈骗，帮助客
户挽回近20万元的损失。

当日上午，慈溪农商行某分理
处主任连续收到短信，显示其维护

的某客户在线上申请贷款产品，分理
处主任马上联系该客户，并询问详细
情况。

客户表示其接到一个自称京东客
服的电话，称因其信用分低，将对
其京东白条进行关闭处理。客户按
照该“客服”电话指导进行操作后
仍无法关闭京东白条，此时“客
服”要求客户下载一款视频通话软

件，建立连接后可远程查看客户手
机桌面上的实时操作，视频指导客
户完成关闭手续。在客户下载并打
开视频软件后，“客服”又称信用分
系“人民银行消费金融中心”下发的
数据，同样也会影响到贷款情况，怂
恿其进入各类APP操作贷款。正当
客户打开微信微粒贷界面及银联云闪
付界面进行操作时，接到了分理处主

任电话。
听闻此情况后，分理处主任当即

告知客户极有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提
醒客户立即终止一切操作，并将所有
交易平台的免密支付功能关闭，同时
向公安机关报警。“客服”听闻客户
已报警时立马挂断电话，该客户才意
识到自己被骗，对工作人员的及时阻
止表示感谢。

农商行堵截一起网络诈骗事件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孙佳敏

本报讯 在“3 · 15”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临商银
行慈溪支行走进白河社区开展“珍
爱信用记录 享受幸福人生”宣传
活动。

当天，该行在社区大门口拉起

横幅，通过发放宣传折页、面对面讲
解等方式普及金融知识，内容包括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支付安全、反假
币、反电信网络诈骗等，并就居民提
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告诫社区居
民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不要向陌
生人透露银行账户信息、不向陌生人
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好
自己的“钱袋子”。

临商银行开展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岑婷婷

代销

杭银理财

杭银理财

产品名称

幸福99丰裕固收23057期理财计划
（稳利低波）C款

幸福99丰裕固收23059期理财计划
（稳利低波）A款

产品期限

398天
791天

购买日期

2023-03-14至2023-03-20
2023-03-16至2023-03-22

年化业绩基准
（管理人综合考虑产品投
资范围、投资策略和市场
环境等因素测算得出）

3.70%
4.40%

起购金额

1000元
1000元

大额存单
年化收益率：3.30% 认购金额：20万元起 存单期限：3年
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