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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

本报讯（通讯员党盼攀）建行近期

推出一款新型黄金定投产品——个人

黄金积存业务，受到客户欢迎。让大家

纷纷点赞的这款“黄金积存”产品投资

起点比较低，每月最低100元就可进行
交易，对于月光族的“懒人”来说，是较

佳的黄金投资利器。

建行工作人员介绍，只要客户预先

确定每月买入的黄金金额，建行就会将

客户的积存金额平均到每个交易日，然

后每天帮客户买入相应的黄金份额记

在账户中。积存的黄金份额不仅可选

择赎回，也可兑换成“建行金”产品，也

就是说，客户可以去建行兑换实物黄

金。该业务投资起点仅为100元，并以
10元整数倍递增，期限默认1年。若客
户选择自动展期，则计划到期后自动

延期1年。需要用钱时，可将持有的黄
金积存份额部分或全部赎回，部分赎

回最低份额为1克，全部赎回无份额限
制，系统自动报赎回价，赎回资金实时

转入资金账户。此外,如果客户想收藏
实物金，可到建行柜台将持有的黄金

积存份额直接兑换为“建行金”实物黄

金产品。

另外，“积存金”是综合当天国内国

际市场金价走势后选取的最优价格,“一
日一价”自主报价，价格接近国内上海

金交所原料金价格，帮助客户实现每日

平均金额购买。“建行的‘积存金’业务

不仅方便，而且省时省力。”投资者林先

生说，感觉像专门为他们这些“懒人”量

身定制的一样，对于他们这些平日上班

忙又拿不出大笔闲钱来投资的年轻人

来说，“积存金”可以轻松帮他们理财，

不仅门槛低，积少成多，还能帮他们养

成强制储蓄的好习惯。

作为黄金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就是

金价的跌涨和投资时机，这需要投资

者随时关心当日金价，价高少买、价低

多买。建行“积存金”业务，依托建行

专业化的投资团队，综合考虑国际及

国内市场黄金价格走势等因素进行报

价，每日平均金额购买，分散风险、平

抑成本。该业务办理方式也相当简

便，投资者可以通过建行手机银行、网

上银行和建行营业网点等多渠道办

理，在开通证券交易账户并开立贵金

属账户后，即可进行个人黄金积存业务

的交易。

建行南阳分行理财师介绍，近期随

着金价上涨，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而

建行“积存金”业务不仅能“聚沙成塔”，

还能分散投资风险，专为那些想以少量

资金投资黄金、喜欢长线稳健投资的理

财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⑩9

建行推出个人黄金积存业务

“积存金”积攒您的小“金”库

本报讯（记者包蕾）近日，中信银

行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广大客户注意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

客户在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和金

融短信通知等业务时应预留本人手机

号；不要将用户名、电子银行登录密码、

账户密码、手机接收的验证码等信息透

露给他人；建议开通动账短信提醒业

务，及时关注账户变动情况，对异常状

态提高警惕。

客户应避免在网吧、图书馆等公共

场所使用公用电脑操作网上银行，不要

使用他人手机登录手机银行、微信银行

等，不要随意点击或下载陌生人发来的

任何链接或文件；对于任何需要输入个

人信息(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
信息)的网页，都要保持警惕，以免病毒
侵入；设置较为复杂的登录密码、支付

密码等，不要使用生日、电话号码、车牌

等容易猜解的密码，若发现泄露或遗忘

密码，请及时进行密码重置。

另外，防范电信诈骗，做到陌生电话

不回拨、收到莫名中奖信息不贪心，与钱

有关的电话短信要警惕；若发现账户资

金被盗，请客户及时拨打银行客服热线

进行账户冻结，减少资金损失。⑩9

中信银行提醒广大客户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为方便农户领取社保卡，镇平县二龙信用社组织员工进村入组，上门为60岁以上人员发放社保卡。⑩9
通讯员 靳黎磊 韩宏伟 摄

本报讯（记者宋歌 通讯员杨娜）

邮储银行镇平县支行深入开展“进企

业、进市场、进农村”活动，积极搭建高效

政银合作平台，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针对企业和农村的不同特点，该支

行开展针对性营销活动。信贷员每周

至少对特定行业召开3场推介会，每天
至少对3个客户进行宣传并收集信息，

实现了县内企业、市场、农村全覆盖。

该支行与县劳动局联合开展“创

业工程”，重点为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大

中专毕业生、残疾人、回乡创业农民工、

被征地农民等6类人员提供再就业小额
贷款支持，联合为就业创业群体搭建常

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融资服务平台，

成功帮助100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在当

地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另外，该支行邀请市行小企业中心

人员到该县对企业进行一对一走访，及

时获取客户信息并开展针对性营销，有

效提高了市场占有份额，特邀总行小企

业总经理到石佛寺对特色玉器行业进

行实地调研，积极争取行业优惠政策，

扩大授信群体，不断加大对地方经济的

支持力度。⑩9

邮储银行镇平县支行

搭建平台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何同亮 刘海东）

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

唐河农信社提出“四项坚持”措施，深入

推进作风建设。

坚持领导带头，树立作风建设的正

确导向。认真落实“领导包片、部室包

社、全员行动”的服务机制，将机关工作

重心下沉到基层“接地气”，领导干部做

到“身入基层、心入基层”，了解市场状

况并及时掌握经营情况，聆听基层呼

声，改进服务方式，凝聚发展正能量。

坚持学习转型、夯实作风建设的思

想基础。通过月分析会、周社务会、机关

晨会等形式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精髓传

递给每一个员工，并结合实际工作，开展

作风建设大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查

摆问题，为作风建设打下思想基础。

坚持风险防控，形成作风建设的高

压态势。按照“横向联保、纵向联责，正

向激励、常态管理”的原则，扎实开展员

工行为排查活动，签订岗位联防互控责

任书，切实做到各条线、各部门、各岗位

相互衔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深入查

找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坚持制度建设，构建作风建设的长

效机制。该农信社党委成立活动领导

小组，制定作风建设实施意见，明确工

作责任，将作风建设纳入领导班子成

员、网点负责人绩效考核之中，构建作

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督查通报制

度，对每一项工作建立台账，并定期进

行督查通报，确保工作不搞形式，不走

过场，落到实处。⑩9

唐河农信社

“四项坚持”推进作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春丽)为服务支
持“三夏”生产，镇平农信社采取提升网

点效能、丰富结算渠道、调整信贷投向

等举措，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截至

5月 22日，全县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
58.1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57.2亿
元，占贷款总额的98.45%。

提升效率，强化网点支撑能力。“三

夏”期间，为方便客户办理业务，该农信

社灵活采取乡镇网点中午不关门、城区

网点晚下班的方式延长营业时间，设立

惠农资金发放专用窗口，推行大堂经理

轮流值班制度，安排客户经理等工作人

员轮流到营业厅值班，为客户提供咨

询、引导服务，积极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丰富渠道，服务进村入户到人。该

农信社将辖内110个助农取款点统一
规范升级为惠农支付点，并将支付

点单笔取款、转账限额由 1000元提
升为 2000元。同时，根据需要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在二龙、四山等偏

远地区新增 22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
点，全面推广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

新业务，积极推动农信社金融服务

进村入户到人。

调整投向，保证“三夏”资金供应。

为保证“三夏”生产急需信贷资金的有

效供应，该农信社组织包片客户经理深

入田间地头、农资销售部门、农产品收

购大户进行调查摸底，了解辖内“三夏”

生产计划、资金缺口、客户贷款意愿及

贷款周期等信息。另外，该农信社及时

调整信贷投向，开通小额农贷绿色通

道，对科技兴农项目、农资经销商、种粮

户及涉农企业所需信贷资金优先受理、

优先审批、优先发放。⑩9

镇平农信社

全力支持“三夏”生产

一路畅行享优惠
本报讯 (通讯员程晓)近日，光大银行推出使用ETC豫

通卡享多种优惠活动,客户持卡可在全国高速公路ETC通道
实现不停车自动缴费。

使用光大银行ETC豫通卡，不同层级的客户可以享高
速通行费不同的折上折优惠，最高可打5折。新客户前3个
月可享9.2折优惠，老客户达到指定积分标准，可享通行费
最低5折优惠。
“光大ETC豫通卡”开卡、ETC绑定、缴费、激活等功能

可在光大银行指定网点一站式完成，个人用户只需携带本

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800元保证金等，亲自驾驶爱车到光
大银行网点办理即可，当天办完，当天就能上高速使用。

另外，客户使用光大ETC豫通卡支付，只需6元即可享
洗车网点（100余家）的洗车服务1次，每月可享两次优惠，
每月18日持光大ETC豫通卡至指定中石油加油站刷卡、充
值，满300元立减58元。⑩9

工商银行

“融e购”优势多
本报讯（通讯员蒋红升）近日，工行旗下电商平台“融e

购”携手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向全国16个省市的
近600家优质绿色食品企业伸出橄榄枝，充分发挥“融e购”
的“电商+金融”优势，让优质绿色食品高效地走进老百姓的
菜篮子。

工行南阳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融e购”开通绿色食品
频道，致力打造“绿色+养生+健康”的消费平台，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的绿色食品消费体验。消费者可以通过工行“融e
行”、“融e购”、“融e联”以及网站、微信等入口方便地登录
“融e购”，享受“积分抵现、购物贷款”的优惠以及全网支付
的便利。对绿色食品企业来说，则可根据交易情况获得工

行多种配套金融服务。⑩9

农业银行

现金分期更省心
本报讯（通讯员王辉）即日起至6月30日，持卡人通过

农行网点柜台办理信用卡现金分期，可享分期手续费费率

7.6折优惠，每期费率仅0.53%，房贷卡持卡人可享费率5折
优惠，每期仅0.35%。

农行现金分期是满足持卡人小额资金需求，在信用卡

取现额度内转账支取现金，并分期偿还的业务。农行信用

卡主卡持卡人（商务卡、准贷记卡除外）均可在农行各大网

点办理该业务。

申请金额目前仅限人民币，单笔申请金额最低2000元，
最高5万元，申请金额应为100元的整数倍，资金转入账户
应为持卡人本人在农行开立的借记卡。⑩9

民生银行

推出贵金属新品
儿童节即将到来，民生银行推出“锦衣玉食”及迪士尼

正版授权的“疯狂动物城”、“海底总动员”系列贵金属产品，

产品选材优良、造型美观、寓意好，兼具收藏纪念、实用佩戴

的特点。

“锦衣玉食”（纯银1.6g）活动价398元，精选优质和田
玉，与银完美融合，传达了对小孩“锦衣玉食、吉祥富贵”的

美好祝福；迪士尼正版授权贵金属臻品由该行代理限量发

售，以电影中最受欢迎、最具特点的人物为元素制作。“疯狂

动物城”系列银章套装（纯银1.5g�4）一套4枚，活动价298
元；兔朱迪银警徽（纯银10g）活动价398元；“海底总动员”系
列银章套装（纯银6g�4）一套4枚，活动价598元。客户即日
起购买前10万套“兔朱迪警徽”配赠3D立体趣味卡片；购买
前10万套“疯狂动物城”银章、“海底总动员”银章翻翻乐，配
赠限量精美高档丝绢版电影海报一幅。详询民生银行各营

业网点：（0377）61601888、61601868、61158000、61158058、
61158089。⑩9 （杜增)

洛阳银行

发行四期“财富宝”
洛阳银行发行2016年第75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

68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5%；第76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
限111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3%；第77期“财富宝”理财产
品，期限195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3%；第78期“财富宝”理
财产品，期限321天，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4.3%。募集期均为5
月26日至6月1日，客户可通过
手机银行或柜台申购，扫描二维

码了解更多信息。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地

址：南阳市独山大道与光武路交

叉口北300米。⑩9 （魏佳丹)

中国银行

远程自助可开户
本报讯（记者包蕾）近日，中行推出中银E财账户系列

优惠活动，丰富中银E财、E捷账户功能。
中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中银易商等电子渠道支持自

助开立II类（E财）电子账户、III类（E捷）电子账户，客户本
人无须前往中行营业网点，只需备好身份证和正常状态的

银行卡（支持绑定同名非中行银行卡），经过几个简单操作

步骤，即可完成远程自助开立电子账户。详询登录中行官

方网站或致电95566。⑩9

交行南阳分行

打造“无障碍银行”
本报讯（通讯员王歌星）交行南阳分

行不断完善网点硬件设施，倾力打造“无

障碍银行”，为残疾人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该行在辖内各网点铺设残疾人通道、

张贴求助电话、提供语音叫号服务系统、

设置爱心座椅和优先服务窗口，由专人全

程陪同办理业务，为残疾人打造无障碍服

务环境。针对盲人客户，该行提供了助盲

卡和盲人密码键盘，有效解决了盲人无法

自主输入密码的难题。为实现与聋哑客

户无障碍交流，该行还定期邀请手语老师

对员工进行手语培训。⑩9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召开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宋歌 通讯员潘毅）近

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就该行管培生的工
作实践和工作建议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座谈会上，7名管培生代表不同岗位，
围绕入行以来的收获和体会，以及未来3
年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发言，并结合

工作实际对分行业务发展、经营管理提出

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该行行长李朋建充分肯定了广大管

培生入职以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对

分行所做的贡献，要求分行各条线部门负

责人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多关注培训

生的学习、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业

务指导。⑩9

长江证券

南阳营业部招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是全国性的全牌照上市证券公司（股票代

码为000783）。公司功能齐全，可以为广
大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南阳

八一路营业部秉承公司服务理念，持续为

客户创造价值，追求与客户共同创造和谐

共赢的局面，为发展南阳地区经济做出一

流金融企业应有的贡献。

招聘岗位：营销总监、创新业务推动

岗经理、市场部经理。要求：本科及以上

学历；具备证券从业相关资格；有接触高

净值客户机会或高净值客户服务经验者

优先；具有银行、保险从业经历者优先；持

有CFA、CPA、CFP等专业资质者优先；个
人形象气质佳、正直诚信、善于沟通。

欢迎有志之士加盟，发送简历至hou�
jun@cjsc.com，或拨打营业部电话：0377-
61559888。⑩9 （薛闫花)

休养生息
民生证券认为，自5月10日以来，大

盘就展开低位缩量震荡。在受到海外市

场提振而不涨的情况下，涨不动可能本身

就是一种利空因素，对市场信心形成冲

击，后市下跌的概率逐步增大，投资者不

宜对反弹抱有过高期望，逢高减仓为宜。

一方面，市场行情与量能互相制约并

强化。由于暂无支撑市场上涨的因素，资

金不进反出，这使得每一次多头组织的反

抽行情都成为能量的消耗。反过来，量能

不济也使得市场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撑，延

续反弹行情。另一方面，久盘必跌的魔咒

笼罩A股市场。此前，盘整过后下跌已经

出现过多次。每一次反弹都成为资金出

逃的契机。反弹行情难以持续，热点快速

轮换，多方难以找到着力点，越来越多的

多头开始转空，使久盘必跌的担忧升温。

持续的缩量震荡格局不利于多头进

攻，投资者不宜对反弹抱有过高期待。在

当前窄幅震荡的格局中，投资者不宜急于

抄底，应把握节奏波段操作，顺应股市节

奏休养生息。⑩9 （仰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