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网点重装开业

9 日和 10 日，永康

工行城西、阳光两个网

点重装开业。重新改造

设计后的网点，客户体

验更好、智能感更强了。

记者 舒姿 摄

□记者 舒姿 通讯员 徐芳芳

为增强企业版手机银行功能，提高

企业客户移动办理业务的便利性，提升

企业客户业务办理效率，近日，中国银

行全新升级了企业版手机银行。

据了解，中行企业版手机银行是

面向中小企业客户群体，提供优质、灵

活的移动办公体验，可满足大型企业

客户移动授权的需求，打造多渠道协

同办理的全方位服务。全面支持企业

用户进行账户查询、综合汇款、银企对

账、存款等业务办理，实现了生物识别

登录、角色化服务、业务集中处理，致

力为企业提供更安全、高效、便捷的移

动金融服务。

企业客户可通过新版企业手机银

行完成以下功能：登录、退出、回单验

证、在线预开户、账户信息查询、银企

对账、转账汇款（包括：对公汇款、对私

汇款和定向汇款）、存款服务（包括：定

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集中审

核中心、操作记录查询、公告消息和营

销消息的查看、角色切换、修改登录密

码、中银 E 信服务的定制、APP 版本更

新等。

升级后的企业版手机银行有诸多

产品亮点。一是账户管理的账户详情

页提供转账汇款服务的快捷功能入口，

点击跳转可带入相应账户；增加定期、

通知、大额存单存单数据查询的快捷入

口。二是转账汇款功能将对公汇款、对

私汇款和定向汇款合并到一个委托页

面。实现各功能的集中管理，方便客户

操作。三是存款服务功能将定期存款、

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产品集中合并到

一个页面，客户直观可视可购买的定期

产品。四是审核中心功能，将所有涉及

复核、授权的服务，集中到审核中心服

务中，企业操作员可通过集中审核中心

对所有服务进行复核、授权。五是操作

记录功能，所有涉及操作记录查询的服

务，都集中到交易记录查询服务中。六

是银企对账功能，客户可通过该功能核

对余额对账单和明细对账单；核对完成

的对账单还可再该功能下进行查看和

下载 pdf 文件。七是电子渠道提供“7*

24”的服务。更多详情请咨询永康中行
各营业网点。

小资讯

企业手机银行活动
活动时间：2019年9月至10月

活动对象：活动当月新签约企业网

银单一客户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当月通过企

业手机银行提交制定交易委托，且成功

完成一笔制定交易的企业手机银行新

客户，即可获赠价值 100 元的礼品。（先

到先得）

金融服务更安全、高效、便捷

中行企业版手机
银行全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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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舒姿

9月，随着传统佳节中秋节、国庆

节的临近，理财市场也热闹起来。除

了黄金依然受到“大妈”们的热捧外，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币、国债等

产品也悄然走俏。

金银币和普币一起发
中国人民银行 9 月 6 日对外公

布，定于9月10日起陆续发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币一套。

该套纪念币共 7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2 枚，银质纪念币 4 枚，双色铜合金纪

念币 1 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货币。

据了解，金质纪念币和银质纪念

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并刊国名、年号。金质纪念币有

150 克圆形和 8 克圆形两种，其中

150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

寓意民族团结同心，普天欢颂国庆的

组合图案，最大发行量 2000 枚。银

质纪念币有 300 元、50 元、10 元三种

面额。该套金银纪念币由中国金币

总公司总经销。

此外，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

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金属

铜合金，发行数量为 1.5 亿枚。该套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采取预约方式分

两批次发行，15 日前，可通过中国建

设银行官方网站或网点预约登记。

第一批在 9 月 19 日至 23 日办

理预约兑换，第二批次 10 月 25 日至

30 日办理预约兑换。现场兑换时间

为 11 月 5 日至 7 日。此外，市民请

携带身份证进行预约兑换，每人最

多预约 20 枚。如代他人领取纪念币

需持被代领人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

有效身份证原件办理，且代领人数

不超过 5 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金质和银质纪念币还通过我市

各大银行渠道代销。

国债的收益依旧稳当
另外，今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

国债（凭证式）于9月10日发行，两期

国债最大发行总额400亿元。

公告显示，第五期和第六期国债

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

发行总额 400 亿元。第五期期限 3

年，票面年利率 4.00%，最大发行额

240 亿元。第六期期限 5 年，票面年

利率 4.27%，最大发行额 160 亿元。

两期国债发行期为2019年9月10日

至9月19日。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将于

9 月 16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或再创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

化收益率的新低。业内人士表示，在

市场流动性整体宽松态势下，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将继续维持下降趋势，

短期内很难回升。同样，包括余额宝

在内的货币基金年化收益率今年也

一路下滑。因此，储蓄国债、大额存

单等收益稳健、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受到关注甚至追捧。

虽同为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

储蓄国债和大额存单还是有不少区

别的。储蓄国债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购买门槛低，起购金额为 100 元，而

大额存单一般都是 20 万元起投。不

过，在投资期限上，大额存单更灵活

一些。储蓄性国债只有 3 年期和 5

年期两种期限，大额存单短至 1 个

月、长达 5 年，有多种期限的产品。

在流动性上，两者都可以转让。提

前支取的话，大额存单是靠档计息，

而储蓄式国债按实际持有时间和相

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特别是

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时间不满半年

不计息。

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频频下

跌的行情下，近期有理财需求的投资

者可关注正在发行的国债等稳健产

品，提前锁定收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昨发行
400亿元凭证式国债同期发售

□记者 舒姿

“我的企业虽然是赚钱的，但资

金都在不断地循环周转，陆续投在厂

房扩建、设备更新、购买原材料上，账

面上看到的现金并不多，要抽出资金

来归还贷款没有问题，但就要暂停进

一批原材料，影响交货了。”企业主应

先生如是说。

应先生讲道：“以前，他们在流动

资金贷款到期时需先自行筹资还清

贷款，然后再向银行申请续贷并等待

审批放款，有时企业需要大笔资金进

货生产，归还贷款难免影响企业正常

生产周转。”两年前，一直合作的永康

邮储银行客户经理告诉他，该行推出

了“无还本续贷”信贷产品，手把手教

他去办理申请。

“使用‘无还本续贷’贷款 1000

万元后，三年内，我只要支付利息，到

期后归还本金。从此，我再没有为拆

借转贷资金发过愁，现在邮储银行推

出五年期‘无还本续贷’，更加方便

了。”体验后，应先生真切感受到该产

品的方便，以前他都要提前一个月为

还款做准备。

应先生只是永康邮储银行服务

企业客户的一个缩影，“无还本续贷”

业务零成本、无缝对接，实现六年内

只付息不还本，切实为企业解决转贷

难问题。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为企

业客户减少 8.88 亿元信贷资金的转

贷成本，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据了解，小企业“无还本续贷”产

品贷款对象为邮储银行的小企业抵

押类贷款存量优质客户，贷款期限一

年以上，信用良好；贷款额度目前单

户最高 3000 万元。产品最大的特点

是针对贷款额度 3000 万元以内的优

质企业客户，推出“无还本续贷”业

务，即原贷款到期时自动续贷，无须

客户拆借资金，实现零成本为客户转

贷，真正为企业节省了融资成本，提

升了客户融资服务体验。目前，该行

正在大力推广该项业务，切实提高小

微金融服务效率。

一直以来，邮储银行致力于为小

微企业提供更好、更快的融资服务，

不断创新小微金融产品，不断满足小

微企业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主动

作为，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高效

金融服务。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继续坚定

支小扶微信心，坚守改革创新决心，

坚持服务实体恒心，充分发挥自身

力量，服务实体经济，承担社会责

任，推动普惠金融工作再上新台阶。

永康邮储银行已累计为企业客户减少8.88亿元转贷成本

“无还本续贷”为小微企业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