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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雁 通讯员
魏文） 6月19日，建设银行宁波
市分行打造的“建行寓建生活馆
1号馆”——宁波市首家家居主
题网点，在建行宁波江北支行开
馆。

走进建行寓建生活馆，扑面
而来的是鲜明的家居元素和满满
的生活气息。该场馆充分统筹周
边商户资源，与华为、奥佳华、戴
森等12家知名商家形成合作，同
时设有多处展示区、功能区，给客
户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本次
活动成功邀约100余组装修分期
意向客户，场面热闹而盛大，进一

步打响“要装修、找建行”品牌知
名度。

近年来，建设银行为拓展装
修分期业务线下渠道，满足居民
大额消费需求并提供可靠、便捷、
惠利的信贷服务，致力于塑造专
业专注的家居金融服务机构，以
区格化和特色化的显著特征，提
升分支机构业务能力，并藉此扩
大建行装修分期产品市场知名度
和认可度。此次家居主题网点的
开业，正是建设银行主动探索，为
提升客户体验倾情打造，将金融
服务与生活消费相融合的一次创
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李
宜晖）618大战进入尾声。那么作为
电商购物的晴雨表之一，今年的快递
包裹情况又如何？记者从多个快递
公司和菜鸟驿站了解到，今年618的
包裹单量并没有像以往几个电商大
促节点那样出现井喷，再加上自动化
分拣系统的普及，各网点的压力也比
较小。

昨日下午，记者在中通快递的洪
塘网点看到，分拣流水线上，10多个
工作人员正在熟练地对刚刚从分拨
中心发来的包裹进行分拣。几万票
大小不一的包裹和运送车辆，将这个
3000平方米大的网点“填”了个满满
当当。

网点负责人冯立宝告诉记者，当
天站里迎来了618的高峰，从凌晨1
点多第一批包裹进站到下午，已经累
计有近10万票的包裹从这里发出。
这个数字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不过因
为今年618销售分成了两个阶段，分

流了总体的量，再加上网点自动化程
度的提高，加快了分拣效率，因此站
内的压力并不大。

冯立宝的感受也被其他多个
快递网点佐证。顺丰快递定宁街
站站长冯东明表示，他们网点618
的高峰在前一天就已经到来。“全
天大概是 1.4 万票，比平时多了
4000票，增长量不算是非常大，应
该跟电商销售时间分散、战线拉长
有关系。”专注大件物流的德邦快
递宁波东部大区总经理王宝文也
表示，从他们的数据看，虽然今年
家电这样的大件物流有些增长，但
总体来说，618 的件并不算多，网
点的压力也不大。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区的几个菜
鸟驿站。它们的运营也都井然有序，
并没有出现春节或双11那样的爆仓
情况。“今年包裹量都是陆陆续续到
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延长运营时间。”
一位驿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周雁）“重要
的事情多说几遍，利率4.13%的
三年期大额存单仅限19日、20
日两天。”“利率4%以上的大额
存单最后上车的机会抓紧了，下
周一，利率只有3.55%了。”这两
天，记者的朋友圈被各家银行的
大额存单海报刷屏。

记者了解到，6月 19日，多
家银行收到了调整存款利率授权
管理的通知。按照新规定，今后
存款利率报价方式由“基准利
率×上浮比例”调整为“基准利
率＋基点”。业内人士分析，报价
方式改变后，一年期以下的存款
利率有所上升，一年期利率水平
维持不变，一年期以上的存款产
品大多要下调。

“真是刷新纪录的一天，就一
天，我们支行卖出的大额存单超
1000万元，宁波分行或许有好几
千万元。”某城商行海曙支行人士
对记者说，收到21日大额存单要
调低利率的消息后，经过摸底得
知要买大存单的客户很多，因此
周六、周日网点都营业，赶着末班
车帮客户把业务办了。

“当前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最高有4.0425%，过了周末，很难
有利率这么高的定期存款产品
了，赶紧预约，提前锁定三年期收
益。”19日下午，某城商行一理财
经理在朋友圈紧急“营业”。她告
诉记者，刚刚收到存款利率调整
的通知，6月21日该行三年期的
大额存单利率下调至3.55%。

另外，从多家银行当前的操
作来看，执行新报价方式的时间
是6月21日。

据了解，银行周末加班卖大
额存单，源自于市场利率定价自
律机制的一则通知。据相关媒体
报道，6月初，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利率自
律机制15家核心成员单位代表
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化存款
利率自律管理方案。自律机制拟
调整存款利率上限，并将定价方
式由上浮倍数改为加点。具体执
行尺度，由各地自律机制自行确
定。因此，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银
行此番利率调整情况存在差异，
但大方向是中长期存款利率有所
下调。

快递网点正在对包裹进行分拣。 记者 黎莉 摄

大额存单前两天突遭抢购
今天起利率或整体下调

宁波首家家居主题银行网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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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大战进入尾声
为啥今年包裹没“爆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