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房产
责编/胡晓新 郑娅敏 林倩倩
美编/曹优静 照排/马喜春 车时超

经济 A16

晚报财智生活俱乐部
人气爆棚

“财智君”
提醒：
注册会员认购产品需绑定借记卡
本报讯（记者 崔凌琳） 晚报财智生活俱乐部成立第三日，市民
投资者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一探究竟，
我们平台上线的首款产品更是
吊起了绝大多数新老会员的胃口。昨日，天气晴好，
平台人气倍增，
且
通过几日的了解和准备，越来越多人从咨询转而下单，果断地将心仪
的理财产品纳入囊中。
一位来自镇海的退休大爷昨日携老伴一同前往，他们告诉记者，
“昨天刚刚从报纸上看到晚报财智生活俱乐部成立的消息，觉得这正
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获得理财资讯乃至理财产品的理想平台，所
以特地过来看看，没想到，这首款产品让我们异常满意。
”据悉，老
两口昨日是专门从镇海坐公交到天一广场，又坐了地铁到市政府下
车，然后走到俱乐部现场 （报业传媒大厦 1 楼） 的。然而因为不清
楚认购产品要求和流程，老两口带来的信用卡无法直接办理。为了
不让两位老人大老远白跑一趟，俱乐部客服全程陪同，陪着老人就
近前往银行网点重新办理了一张借记卡。
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会员如需认购产品，绑定的银行
卡必须是借记卡。就在昨日，一位阿姨拿了一张社保卡欲前往注册、
认购，亦被告知，
需要先去银行开通社保卡的金融功能，
并关联与开卡
时一致的常用手机号。
当然，除了携手浙江甲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甲秀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长三角为中心，不定期为会员寻找在金交所备案的地方
政府类融资项目等信息，筛选和推荐高性价比的理财产品外，俱乐部
也致力于为会员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最新金融财富资讯、金融知识
讲座培训、实时投资热点以及城市生活讯息等服务，在优质项目与民
间资本之间搭建互动平台，让会员发现合适的投资机会，实现高效理
财，尊享财智生活。
读者们若想获得更全面、更海量的第一手专属理财信息，不妨先
关注宁波晚报财智生活俱乐部自有的微信公众号——
“宁波财智圈
(微信号：dnbczq)”，同时也可以添加晚报“财智君”微信（czj87288906）
为好友，由
“财智君”
带您进入
“宁波晚报财智生活 Club”
微信群。

中银大厦 5A 甲级写字楼峰企商务基地
——东部新城 246 米摩天地标全球招租盛启

从迪拜塔到纽约世贸大楼，从上海金茂大厦到香港会展中心，再到宁
波中银大厦，皆是全球地标创意团——美国 SOM 担纲设计，每一处建筑
艺术作品均是创意与智慧的结晶，领耀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
界。
中银大厦，246 米璀璨商务新地标，傲立宁波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整
合国际商务理念，不但立面现代时尚，兼具环保、节能、高效的特征，而且
集高度与难度于一体，以建筑华章致敬国际峰企。

金融服务中心，IFC 商
务新领地
中银大厦——宁波 IFC，矗立
宁波东部新城和源路 318 号，毗邻
宁波市政府、宁波文化广场、国际会
展中心（直线距离约 1 公里），是东
部新城的靓丽名片。周边云集四大
国有银行、交通银行、进出口银行、
国开行、招商银行、恒丰银行、华夏
银行、兆丰银行等市级分行总部，
以
及宁波银行、通商银行、东海银行的
总行，金融市场齐全，
服务业高度密
集，对长三角甚至全国具有辐射影
响力。

时尚商务高地，智能
商务范本
中银大厦，共有 49 层，约 13 米
挑空大堂，
约4.2米商务层高，
内圆外
三 角 每 层 1.2 度 旋 转 而 上 ，三 层
LOW-E中空夹胶玻璃幕墙，
建筑立

面精美流畅，
典雅现代，
极为晶莹剔
透而又瑰丽多彩，
全面超越过往的传
统高层建筑。配置运行速度最高达6
米/秒的瑞士 Schindler 高速电梯，
超优质、
超美观、
超节能的美国York
中央空调，
5A甲级超高层写字楼，
提
供豪华、高效、安全、舒适、环保的办
公环境，
成就高品质商务新领地。

峰企商务总部，缤纷
商务功能
中银大厦，整合国际商务理念，
以高端企业办公需求为出发点，整
层建面约 2000㎡，单层划分三个户
型建面约 600-800㎡，且均设有敞
开办公、独立办公、接待、茶水等缤
纷功能空间，满足世界 500 强企业，
以及高新技术、金融、类金融、大型
外贸、电子商务等峰企的商务需求。
招商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和源
路 318 号中银大厦商务大堂
招商热线：
0574-87330999
林倩倩

微信公众号：
宁波财智圈

微信群客服：
财智君

市民注册、认购答疑：
问：
会员账户绑定的银行卡可以是信用卡吗？
答：
不可以。注册会员如需认购我们平台的理财产品，首先需要
绑定一张银行的一类借记卡 （即不仅可以存款，还有转账、结算、
投资等功能）。至于社保卡，卡面上有银联标志的二代社保卡 （即金
融社保卡） 是可以作为银行借记卡使用的，只是需要到银行激活该
项功能。
问：
平台可以绑定哪些银行卡？
答：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民生、广发、平安、招行、浦发、上海、华
夏等银行均可进行绑定，推荐工行、建行。如果客户有较大的投资需
求，
建议先拨打咨询热线 87288906 提前沟通。
问：
需要在银行搞定的事还有哪些？
答：一是开通网银便于网银支付，二是办理预留手机号码便于快
捷支付。办理预留手机号码需要注意：1、银行柜台办理；2、所有的预
留手机号码只留同一个手机号码；3、改完预留手机号码之后，一般需
要 24 小时之后才能生效。
问：
首款产品的第一季收益什么时候派发？
答：第一季派发时间是 2017 年 12 月 10 日（节假日顺延），届时我
们会第一时间发布收益派发通知。
问：
有没有一个详尽的交通指引？俱乐部的工作时间怎样？
答：俱乐部地址在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报业传媒大厦）一楼。
您可以坐 3 路、14 路、21 路、29 路、30 路、37 路、104 路、155 路、
182 路、507 路、521 路、621 路、963 路、981 路公交车到市行政(服务)
中心站下车，
然后步行即可到达。
工作时间为：
每周一至周五 9:00-17:30。

老娘舅诚邀 20 位读者现场一同参与红木家具收藏投资会
名额有限，
省去中间利润，全国十强厂家直销，
机会难得!
9 月 16 日（本周六），上午，2017 宁波
晚报红木家具文化节将在宁波亿彩国际
购物中心 B1 楼开幕并举行红木家具收藏
投资品鉴会，现场将邀请 20 位幸运读者
与报社领导、广东红木厂家、媒体记者等
一同品鉴红木家具，同时可欣赏宜兴紫砂
工艺师储釆琴现场紫砂壶制作、舞狮、古
筝及茶道等精彩表演，更有惊喜优惠活动
切勿错过。
本次红木家具文化节的家具由广东
红木家具厂家直销，上万件红木家具汇聚
一堂，品种齐全，做工精湛，还可上门定
制，全国十强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利润，平
均价格比市场参考价优惠 50%。红木家

具文化节红木家具投资收藏会还有专家
鉴别、专业人员答疑解惑、技术人员上门
定制等贴心服务，为消费者打造安心的红
木购买渠道。
据悉，此次红木家具文化节展示的红
木家具，都是由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手艺
人手工打造，形神兼备、造型优美，无论作
收藏还是实用家居都是上乘之选。其中
还有价值 290 万的镇店之宝阔叶黄檀鸳
鸯沙发 13 件套将在现场展示，该套作品
由 16 名技术炉火纯青的木匠师雕刻师经
过数十道工序耗时一年打造而成，机会难
得切勿错过!
林倩倩

“商无界 智未来”
MC 大厦媒体发布会盛大启幕
9 月 12 日下午，由麦迪生置业主办、
思科协办，南部商务区管委会支持的南
部商务区三期 MC 大厦项目媒体发布会
暨思科 MOU 签约仪式于开元名都大酒
店拉开帷幕。市经信委、鄞州区领导、鄞
州区商务局、投合局、金融办的领导代
表、宁波地产界业内精英、知名媒体均蒞
临参与，共同见证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又
一次商务新突破。
现场媒体和嘉宾纷纷对思科和麦迪
生置业联手打造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期
待，同时政府领导也表示对麦迪生置业，
以及该类型的，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 500
强企业号召力强的企业给予高度的支持
和重视。会后主办方还安排了宁波市经
信委、鄞州区和南部商务区领导、思科高
层、麦迪生董事会的座谈，以进一步了解

未来智慧城市的蓝图。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 MC 大厦项目的
亮相活动，也是预示着南部商务区三期
的全面启动，同时又是世界 500 强思科和
麦迪生置业强强联合深度合作的见证。
将为鄞州乃至宁波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
质的飞跃。
林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