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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兴业银行正式推出个人
现金管理服务“兴财付”业务。“兴财
付”业务具有余额理财、余额支付两
大功能，能够实现自动申购、自动赎
回兴业银行特色产品——“添利兴
财付”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功能，可满
足广大理财客户低风险余额理财和
便捷支付的双重需求，实现个人理
财消费两不误。

客户持兴业银行财付卡等指定
借记卡通过手机银行等渠道签约

“兴财付”业务后，借记卡活期账户
资金将在每个工作日凌晨自动申购

“添利兴财付”理财产品，获取稳定
收益。客户在持指定借记卡办理快
捷支付、银联无卡支付、手机PAY、
境内POS消费、境内ATM取款等
业务时，如账户余额不足，可自动赎
回差额部分的“添利兴财付”份额至
活期账户，以完成交易。

据了解，依托兴业银行强大的财富
管理能力，“添利兴财付”理财产品保持
较强市场竞争力，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3.54%（估值日：2020年1月14日）。首次
购买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万元，目前单
个客户持有上限为30万元；于工作日

15:45前购买，便可当日起息；产品收
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每日收益结转
为份额，份额再投资，从而实现收益最大
化；工作日9:00-15:45实时赎回无上
限，其他时间限额5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净值型理财产
品并非银行存款，主要投资于存款、
债券等兼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固定
收益资产，从历史投资经验来看，产
品运行较稳健。同时，兴业银行提醒
广大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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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须谨慎。 包佳

位于姜山镇的诠航科技是一
家以物联网为核心技术，集智能化
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
体的综合性高科技小微企业。该企
业在册及正在申请专利共计80余
项，其中已申请发布的高速巡逻机
器人类专利有35项，软件著作权3
项，同时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ISO9000）。最近，企业产品升
级改造完成且准备投产，随着陆续
接到采购订单，企业生产出现了融
资需求。然而，与其他科技型企业
一样，它同样面临着融资困难。

去年12月以来，鄞州银行以
“百行进万企”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活
动为契机，推广普惠金融特色产品，
确保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落到实处，
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鄞州银
行姜山支行在“百行进万企”融资对
接过程中，了解到企业情况后，向企
业抛去了橄榄枝，鉴于该企业各项
条件均符合鄞州银行科技贷的准入
与授信条件，结合企业的特点和需
求，姜山支行向企业推荐了鄞州银
行“科技贷”产品，企业欣然接受，在
办理了各项手续后，以信用担保方
式为企业发放了线上“科技贷”500
万元。整个融资对接用时大约3天，
而客户只需跑银行一次。

近年来鄞州银行始终以致力
于服务小微企业，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强化政银企
等平台对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以
及应用、深入开展“走千访万”劳动
竞赛活动，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机制以及激励机制,为区域小微企
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严振波

建行宁波市分行新春送春联

中国银行率先实现
银联二维码与微信
互联互通

近日，中国银行与中国银联、财付
通合作，率先实现手机银行扫描微信“面
对面二维码”收款码的支付功能，成为首
家与微信实现互认互扫的银行。

目前，客户在试点地区使用中国银
行手机银行扫描微信的收款二维码即可
完成支付。

此次中国银行与中国银联、财付通合
作，旨在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关于条码支付
互联互通指导意见，为广大用户和商户打
造更加完善便捷的支付服务，助力条码支
付市场向更加安全、规范、高效的方向发
展。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
始终高度重视网络与移动支付业务的创
新发展，积极响应监管部门要求，率先完
成断直联、备付金集中存管，落实人民银
行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试点跨境移
动支付业务等工作。

中行宁波市分行
与宁波文旅集团签署
文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工行宁波市分行
开展“暖在厅堂”服务提升季活动

兴业银行推出“兴财付”业务
助力客户理财消费两不误

践行小微
鄞州银行在行动

春节前夕，建行宁波市分行组织行内4位书法家，现场为客户和员
工书写春联，祝福新年。 石志藏 摄

为全面推进宁波市政府数字化转型
中智慧文旅项目，近日，中行宁波市分行
与宁波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文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方合作步入一个
新台阶。通过将该行特色信用卡产品阿
拉旅行卡和文旅数字化年卡有效结合，
实现产品间互融互通，进一步提升市民
旅游的便利性和舒适度。

后续中行宁波市分行还计划与宁波
文旅集团将景区畅游权益延伸至长三角
区域，同时将周边吃、住、行等产品串联
成链，并加入文化演出、博物馆展览等多
维度服务，打破城市间壁垒，打造权益生
态圈，以三省一市为基点，做好文旅场景
建设，全方位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的未来
空间。 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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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工行宁波市分
行在全辖营业网点开展了以“暖
在厅堂”为主题的服务提升季活
动，以进一步强化服务细节改进，
提升营业网点服务温度，让更多
客户感受到工商银行的服务“温
度”。

此次活动，工行宁波市分行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安全舒适
的服务环境、规范得体的服务行
为、便捷易用的服务设施、全面高
效的服务保障，积极打造“客户首
选银行”，努力实现环境靓化升
级、厅堂服务升温、服务规范升
档、服务效率升速、客户抱怨降压

的目标。活动中，该行要求对进
网点客户主动迎候、主动询问、主
动引导。固化“定点定责”岗位动
态补位机制，网点负责人承担起
动态补位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
营业时间内迎宾叫号区、自助智
能区、客户等候区、窗口服务区等
关键区域均有人值守、有人服务、
有人递补。

工行宁波市分行还将通过打
造标杆网点，将行之有效的经验
和办法固化为长效管理机制，持
续规范员工服务行为，持续改善
客户体验，形成持久的优质服务
形象与口碑。 沈颖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