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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陶冶情操、送出小金人寓意深远……

金融理财 从娃娃抓起

本版热线：18623776688

建行冠名赞助南
阳市少儿故事大赛搭
建展示平台，为孩子们
献上最好的儿童节精
神礼物；民生银行推出
以经典动画片为主题
的贵金属玩偶产品，为
宝宝们的未来加油蓄
力……这个儿童节，各
大银行纷纷送出好礼，
同时传递出“金融理财
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本报记者 于 欢

建设银行：南阳分行助力宝宝讲故事
5 月 22 日上午，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总冠名，
南阳市教育局、南阳市文广新局主
办，南阳故事广播电台承办的“建
行杯”南阳市第三届少儿故事大赛
圆满结束。

此次比赛旨在提高我市广大
少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为孩子

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
超越自我的舞台， 得到了全市各
幼儿园老师及小朋友们的大力支
持和积极参与。经过层层选拔，一
批小选手脱颖而出， 他们以自己
的实力和感染力赢得了观众及评
委的一致好评。

建设银行南阳分行始终坚持

与客户同发展，与社会共繁荣，支
持企业发展，服务大众生活，切实
履行行业使命， 积极担当社会责
任，赞助了南阳市少儿故事大赛，
为全市广大少幼儿提供了启迪心
智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舞台，展
现了建设银行南阳分行的良好品
牌和形象。

民生银行：迎六一送贵金属玩偶
儿童节将至，民生银行专门为

小朋友推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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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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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四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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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四枚，活

动价：598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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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海底总动员》银章翻
翻乐，配赠限量版精美高档丝绢版
电影海报一幅。

电 话 ：61601888、61601868、
61158000、61158058、61158089。

中国银行：吉祥金保值又盈利
黄金，抵御通货膨胀的首选金

融工具。 其价值稳定，变现性强、易
储藏携带，具有全球流通、保值、盈
利稳定等特点。 中银吉祥实物黄金
堪称投资保值首选。

中银吉祥金产品具有五大特
点：一是品质精选，多重保障。 中银
吉祥金投资金条，成色 99.99%。 产

品委托上海黄金交易委员会企业
制造，同时所有产品均由国家级检
验机构进行检测， 出具相关证书；
二是报价透明，贴近市场。 金条价
格挂钩国际市场黄金价格。 营业时
间内每日变动，价格低于饰品金价
格；三是规格齐全，产品精美。 中银
吉祥金投资金条包括 10 克 、20

克、50 克、100 克、200 克、500 克、
1000 克七个品种；四是发票证书，
手续齐全。 所有金条根据价格向投
资者开具普通发票及中国银行的
销售凭证， 同时配备检验鉴定证
书。五是第三方回购，流通性好。中
国银行指定网点，由第三方公司提
供回购服务。

光大银行：ETC 豫通卡优惠多
ETC 专用通道，又快又省。 即

日起，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ETC 豫通
卡全面推出多种优惠。

首先是折扣力度业内最大。
使用该行 ETC 豫通卡，不同层级
的客户可以享受高速通行费不同
的折上折优惠， 最高可打五折,�
优惠力度之大居全省同业之首 。

新客户前 3 个月可享受九二折优
惠， 老客户在达到指定积分标准
的时候， 可以享受通行费最低五
折优惠； 其次是一站式办理更省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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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便、
快捷； 另外牵手 ETC 车主优惠

多。 ETC 豫通卡的优惠不止过路
费有优惠那么简单 ， 选择光大
ETC 豫通卡支付， 只需 6 元即可
享受 100 余家洗车网点的洗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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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卡 ，
满 300 元 (含)以上立减 58 元。

农业银行：信用卡“转账取现”分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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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农行各大网点办理。

即日起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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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卡持卡人更可享费率 5 折优惠，

每期仅 0.35%。 申请金额目前仅限
人民币、单笔申请金额最低 2 千元，
最高 5万元， 申请金额须为 100 的
整数倍。 资金转入账户须为持卡人
本人在农行开立的借记卡。 ⑩2

交通银行
深入社区普及金融知识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近年来坚持服务社会民
生， 履行社会责任， 把惠民金融作为重要业务支
撑，积极围绕南阳当地重大计划与目标，参与多项
社会民生工程。 此外，该行还深入各大社区，为市
民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市民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
全的意识和能力。

该行党委书记、行长吴岩表示，银行业作为经营
货币的特殊行业，每一次业务办理、每一个客户咨询
都关系着市民的日常金融生活， 该行基层网点人员
坚守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贴心优质的服务、 切实为
客户解决金融民生问题的职业操守。 另外，讲规则、
守底线，切实做到诚信合规、防范案件、控制风险，并
不断加强业务操作规程培训。 ⑩7� （秦 婵）

工商银行
梅开二度获殊荣

近日，在由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2015 年
度中国卓越贵金属交易银行”评选中，中国工商银
行凭借在贵金属业务领域中突出的服务创新能力
连续第二年获评这一奖项。

自 2009 年实施贵金属业务专业化经营以来，
该行持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稳健推进国际化发
展战略，构建了贯通境内境外、期货现货、场内场
外的贵金属产品和服务体系， 较好地满足了客户
多元化的贵金属投资交易服务需求。 近年来，该行
还加大互联网金融创新，积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
化营销服务模式， 不断提升贵金属业务的综合服
务能力。 截至 2015 年末，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服
务客户超过 2900 万户，比年初增加 20%，去年贵
金属业务交易额达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贵
金属交易量达 16 万吨，同比增幅 38%，各项指标
均居市场领先地位。 ⑩7� （蒋红升）

洛阳银行
发行四期理财产品

近日，洛阳银行发售最新四期理财产品。
其中，第 75 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 68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5%；第 76 期“财富宝”理财
产品，期限为 11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3%；第 77
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 195 天，预期年收益
率为 4.3%；第 78 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
321 天， 预期年收益率为 4.3%； 募集期均为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上述产品均可通过手机银行或
柜台申购。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电话：
60878699、61383588。 ⑩7� � （魏佳丹）

恪守职业道德
履行社会责任
河南省二十一世纪房地产估价公司
电话：63185006 63185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