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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最大的帮
助与支持

信用卡畅享乐不停
本报讯（通讯员 海亚骞）5 折惊喜兑，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每周三、周六上午 11：
00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客户， 在动卡空间
APP“精彩 365”线上平台，可使用“权益+现
金”购买指定商品 5 折代金券，有效期内天
天可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友券天天享，2018 年 7 月 31 日前，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客户在动卡空间 APP“精彩
365”线上平台，通过“现金”购买指定商品优
惠代金券。

1 元享吃，2018 年 7 月 31 日前，中信银
行信用卡持卡客户在动卡空间 APP“精彩
365”线上平台，通过“365 权益+1 元现金”购
买指定商品优惠代金券。

中信颜卡为年轻人打造的专属信用卡，
卡样配色丰富、颜值超高，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申请且交易达标时间）申办的新
客户核卡 60 天内，累计计积分交易 399 元，
即可领取价值 468 元 CampoMarzio 品牌钢笔
一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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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抵快贷”助小微
本报讯（通讯员 王飞）光大银行“房抵

快贷”是为小微客户量身定做的抵押贷款类
业务，助力小微企业成长，在资料齐全、调查
充分的情况下，“房抵快贷”1-3 个工作日便
可完成审查审批，取得不动产登记收件回执
后即可放款。

“房抵快贷” 可用于抵押的房产范围较
大， 小微企业主既可抵押本人名下的房屋，
还可抵押小微企业主和配偶的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名下的房产。

“房抵快贷” 最高授信额度 1000 万元，
助力您的企业转型，最长授信期限 30 年，体
谅您的周转压力，使您不再为每月大额还款
而愁，在还款方式上，“房抵快贷”提供按月
等额/等本、 按月还息按季度还本等多种方
式， 有利于小微客户更灵活地选择还款方
式，更高效地利用资金。 同时光大银行还为
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等综合性金
融服务，使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全面、便捷的
金融服务。

更多信息详询： 分行营业部 63736639、
中州路支行 63736750、七一路支行63736771。

本报讯（通讯员 李咏梅）为进
一步落实 2018 年合规文化建
设工作， 扎实开展合规教育活
动，近日，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
法律与合规部对 2017 年新进
大学生组织了合规知识培训，
培训分别从合规管理基础知
识、我行的典型违规案例、员工
违规处理办法、十条禁令、反洗
钱知识、 警示教育片的观看几
个方面展开， 此次培训共有 13
名新进大学生参与。

本次培训活动的开展起到
了良好效果，不仅提高了新入行
大学生对银行合规管理的认识，
增强了合规意识，同时也对他们
进行了警示教育，新员工们都能
够认真听讲，积极讨论，为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组织新进大学生学习合规知识

本报讯（记者 刘一辰）
为进一步激发我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活力，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树立行业形象，展示品牌内
涵，南阳市银行业协会和南
阳报业传媒集团联合开展
2017 年度南阳市银行业
三项“十佳银行”评选活
动，评选我市“支持实体
经济”十佳银行、“追求卓
越服务”十佳银行、“担当
社会责任”十佳银行。

自 2017 年 12 月 7 日
活动启动， 历经 3 个多月，
先后经过自行申报、社会评
选（纸质选票和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等多项环节，评选
过程严谨、公正、规范，最后
经南阳市银行业理事会审
议决定获奖单位。在活动评

选过程中， 同步将评选标
准、 评选名额和 25 家主动
申报参评的会员银行业绩，
通过南阳日报纸质版、电子
版和南都晨报纸质版、电子
版进行公示，引起了社会的
高度关注，其中网络关注量
近 20 万人次，网络投票 13
万余张， 纸质投票 10 余万
张，激发了各金融机构参与
评选的积极性，扩大了银行
优质服务工作在客户中的
影响。

此次评选活动具有较
高的公平性和权威性，对全
行业的改革、创新、发展将
会起到显著的引领示范作
用。 目前，评选结果已出炉，
组委会根据结果对获奖单
位进行表彰，并在本报公示，
敬请关注。

获得“支持实体经济”十佳银行
农业银行南阳分行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
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建设银行南阳分行

方城县农信联社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
新野县农信联社
社旗县农信联社

获得“追求卓越服务”十佳银行
农业银行南阳分行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
邮储银行南阳分行
建设银行南阳分行
南阳村镇银行

方城凤裕村镇银行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

获得“担当社会责任”十佳银行
邮储银行南阳分行
邓州农商银行
南阳村镇银行
淅川县农信联社
内乡农商银行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
方城县农信联社
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本报讯（通讯员 蒋红升）
工商银行特色储蓄产品~节
节高 2号，不仅可以简化客
户定期存款转存的频繁操
作，还可以使客户的利息收
益最大化，实现资金收益性
和流动性的最佳组合。

安全保本：产品本质为
定期存款，本金安全可靠。

存取灵活： 享受便利
性和灵活性，最短存 1 天，
最长存 2 年， 在存款期限
内可全额自由支取。

收益最优： 提前支取
时享受相应上浮利率靠档
计息，存够一天、七天按通
知存款利率上浮 30%计

息，够三月、半年、一年按
相应的定期利率上浮 30%
计息，收益实现最优化。

渠道广泛：通过网银、

手机银行、融 e 行、自助终
端、柜面均可办理。

该产品全额提前支取
计息规则：

节节高二号畅享收益

存款期限

1 天≤存期<7 天
7 天≤存期<3 个月
3 个月≤存期 6 个月
6 个月≤存期<1 年
1 年≤存期<2 年
等于 2 年

利率标准

按 1 天通知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按 7 天通知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按 3 个月整存整取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按 6 个月整存整取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按 1 年整存整取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按 2 年整存整取基准利率上浮 30%计息

执行利率

1.04%
1.755%
1.43%
1.69%
1.95%
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