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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圆你住房梦，个人首套房按揭8.5折，更多贷款信息
详询个贷经理。

陈经理：0515-85399653
★我行旅游一卡通（储蓄卡）卡年费、工本费、短信通知费、网

银、手机银行转账费用全免哦！更有免费洗车，1元洗衣，9元观影
等优惠活动！

★理财经理本周推荐：保本理财

募集期

4.28-5.02

4.28-5.02

天数

184天

371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3.85%

3.95%

购买起点
金额（万）

5

5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购买渠道

仅限柜面
（55周岁以上客户）

仅限柜面
（55周岁以上客户）

募集期

4.26-5.02

4.26-5.02

4.26-5.02

天数

91天

182天

91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5.00%

4.90%

5.00%

购买起点
金额（万）

10

5

5

产品类型

非保本
浮动型
非保本
浮动型
非保本
浮动型

购买渠道

柜面、网银均可
（新客户）

仅限柜面（不限客户群）

仅限柜面（保本客户）

★本周在售：特供理财

理财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更多产品信息请咨询理财经理：

袁经理：0515-85399680
地址：东台市海陵中路78号（商业新村）

金融

注：产品要素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定期
理财

活期
理财

业务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东台支行智能网点于 2017 年 1 月 6 日盛大开业啦！作

为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打造智能惠民银行的重要载体，智能网点充分发挥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VTM 远程柜员机等电子化自助机具的作用，全面打造全电子化的

新型智能零售银行网点。高科技智能体验、更便捷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享受，

让您畅享时尚金融生活！即日起前来我行智能网点进行业务体验的客户将会获

得礼品一份！（地址：东台市海陵南路 7 号，鼓楼菜场北侧 300 米。）

●收银通业务：客户选择范围广：支持一码多用，客户可使用微信、支付宝

扫码支付，支持绑定各种信用卡；入账自由：可以直接入对公账户或卡，不受零

钱提现限制（无需收取提现费）；服务费率低：最高才 0.3%！学校、医院公益性的

机构免费；安全无忧：银行渠道办理，资金有保障，对账方便，无结算风险；办理

手续简单：只需营业执照和负责人身份证即可办理，为您上门服务！

（理财产品相关信息如有
变动，请以我行当天公布结果
为准！）

详情请咨询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东台支行

地址：东台市金海中路2号
（东台国际大酒店西侧100米）

联 系 电 话 ：
0515-85390515

理财产品：(起售金额：5万元)

风险揭示：理财非存款、产品
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产品名称

天添利A款

天添利C款

产品收益

3.00%

2.25%

起售金额

50000

50000

交易时间

银行工作日8:45-15:29

自然日 00:00-23:59

10万元每日收益

8.33元

6.25元

产品名称

沃德添利120天

交银添利2个月

交银添利6个月

产品收益

4.2%-4.30%

4.15%

4.15%

起售金额

100000

50000

50000

产品募集期

2017.04.25-2017.05.01

2017.04.25-2017.05.01

2017.04.25-2017.05.01

10万元预计收益

约720.15 元

约704.93元

约2057.95元

信用卡专享活动：
1、活动对象：交行信用卡客户
2、活动内容：持卡客户可凭交行信用卡积分在德润广场一楼

星巴克兑换咖啡，饮品。兑换比例1元:500积分。
（未办理我行信用卡客户可持本人身份证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至我行营业部办理信用卡，并在成功激活后领取精美小礼品一份，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我行大堂经理）

热销理财产品

另有多款理财产品，供您随心选择！
理财热线：68966811梅经理
地址：东台市红兰中路8-8号（大

润发对面路东）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产品
名称

新客理财
188天

天添盈
1号

起存
金额

5万元

5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90%

3.75%

亮点

新客户专属

活期的理财、定
期的收益

咨询热线：唐经理 13770093896 吴经理 18752908782
地址：东台市望海东路18号 东台经济开发区纬二路20号

产品名称

鸿富
理财

期限

34天

63天

92天

125天

182天

272天

365天

预期最高收益率

4.40%

4.65%

4.70%

4.45%

4.55%

4.50%

4.60%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全新推出余额理财功
能，每月领取工资后还在为如何理财而烦恼
吗？中国银行教您使用新版手机银行，余额理
财不用愁！

未达到一般理财产品起购金额？资金随时
可能使用？不满足于活期存款收益率？余额
理财来帮你！

一、余额理财三大亮点揭秘
亮点：1、门槛低——1元起即可申购
亮点：2、流动性高——申请快速赎回当日

即可到账
亮点：3、收益高——收益率是活期存款的

10倍
二、三步教你轻松申购
Step1:点击“投资”模块，进入“余额理财”
Step2:选择产品 3款优选货币基金、1款

定期宝产品可供申购
Step3：申购 短信验证码轻松交易，赎回

方便又快速
详询中国银行东台支行各营业网点。

手机银行大升级
余额理财不用愁

——2017 年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全

新升级，用心为你，全新蜕变

本报讯 （吴幼勤）工行东
台支行近日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要求所有经营管理人员围
绕中央八项规定进行对照检
查，签订“零违纪、零风险”承
诺书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进
一步明确主体责任和管理责
任，不断强化作风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

该行及时组织干部员工
认真学习工商银行总行专项
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工作
动员会精神，分析当前作风建
设现状，要求全行干部员工聚
焦作风改进，自觉抵制并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之风，特
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放

好样子，努力锤炼自身党性修
养，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从通报的案例中吸取经
验教训，弘扬艰苦朴素的优良
传统，严守作风底线，坚持不
懈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行为作斗争，

该行要求所有人员围绕
和对照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
内旅游、公款出国境旅游、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楼堂馆
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大办婚丧喜庆、提供或接受超
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
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
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

规问题等 12 个方面内容，开
展自查自纠，立行立改。自查
自纠工作中，要切实区分业务
经营、市场开拓与以权谋私、
以公肥私的界限，摆正“公”与

“私”、“内”与“外”的关系，绝
不用公权谋取私利，绝不利用
职务之便为自己获得好处，绝
不超越财务制度，特别是要防
止和纠正将内部接待费用转
化为外部营销费用进行报销、
将公务接待变通为商务接待
提高标准、公务接待中赠送纪
念品或土特产、长期垫支公务
费用等侵害公权利益和员工
利益行为，坚决杜绝相关操作
风险和道德风险。

工行东台支行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

分级基金又称结构化基金，是指在一个
基金投资组合下，通过对基金收益或净资产
的分解形成两级（或多级）风险收益表现有一
定差异化基金份额的基金品种。

据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一季度末，
上市的 132只股票型分级基金A、B份额合
计为1373亿份，比去年底减少58亿份，单季
度缩水比例为4％。分析人士指出，由于30
万元的投资者门槛限制，未来分级基金市场
活跃度或许还会保持下降趋势，且出现较明
显分化。

为了降低整体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权
益，沪深交易所于2016年 11月 25日正式发
布了《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将于2017年
5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中，交易所设立了分级基金准入门
槛，要求分级基金交易的投资者需满足前20个
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万元
的条件并携有效证件亲临营业部通过会员综
合评估并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

对于存量个人投资者及一般机构投资
者，必须向券商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的子份额
买入和基础份额分拆的权限。

未开通权限的投资者，自 2017年 5月 1
日起将不能进行分级基金子份额买入和基础
份额分拆操作，但仍可自主选择继续持有或
者卖出之前持有的分级基金份额，具体规定
如下：

1、持有分级基金子份额A或B：不得买
入子份额，只能卖出原持有的子份额。

2、同时持有分级基金子份额A和B：不

得买入子份额，但能合并为母基金份额，也能卖出
子份额。

3、持有分级基金母份额：不得买入子份额及分
拆母份额，但可赎回持有的母份额。

4、持有分级基金子份额A或B及母份额：不得
买入子份额及分拆母份额，但可卖出持有的子份额
及赎回母份额。

“其实存量投资者特别需要注意，因为如果在5
月1日前开通的相关权限，则可能对后期操作造成
影响。”券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实上，分级基金为了保障进取份额活力和限
制优先份额风险都会设定不定期折算的条款。“有
时候，投资者认为已经跌得差不多了，但往往忽略
了或许这只基金已经触发了向下折算的阈值。”上
述人士表示。综合来说，在下折附近，投资分级B
要“三规避”：（1）规避整体溢价率过高的分级B；
（2）分级A折价率高、分级B溢价率过高的分级B；
（3）规避母基金短期存在下行风险的分级B。

营业部现招收证券经纪人数名，大专以上学历
即可，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有相关经验从业者优先。

【友情提示】选择开户营业部时，请输入工号请
填写 001777,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华泰证券东台望海西路营业部官方微信：
htscdong

理财热线：0515-85230207、18914663564
地址：江苏省东台市金海中路3号（东台国际大

酒店对面）

5月1日起，30万门槛炒分级
华泰证券营业部喊你去开权限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4月 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
育部、工信部、公安部、住建部、农业
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
会等14部门，召开处置非法集资部际
联席会议，对非法集资进行全链条、

“穿透式”的综合治理，消除监管真
空。

据介绍，2016 年全国新发非法
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
元，同比分别下降 14.48%、0.11%。
非法集资早发现早处置的良好局面
正逐步形成，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不过，他表示，目前非法
集资形势依然严峻，大案要案频发，
新发案件不断积压，化解处置压力较
大。

当前我国非法集资呈现出很多
新特点。一方面非法集资区域性风
险集中，2016年，发案数量前十位
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
额1887亿元，分别占全国新发案件
总数、总金额的69%、75%。另一方
面，非法集资犯罪手法不断翻新，犯
罪分子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
新”等幌子，从商品营销、资源开
发、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方向，
向理财、众筹、期货、虚拟货币等

“资本运作”方向转变。“目前很多
诈骗机构噱头新颖，充满迷惑性，普
通投资者很难辨别。比如针对老年
人的养老投资、针对大众的非法保
险集资等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一些
线下非法集资平台，在披上互联网、

高科技的外衣后，加速扩张传染，防
范打击难度进一步加大。”投哪网
CEO吴显勇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非法集资“下乡进村”
趋势明显，一些地方的农民合作社打
着合作金融旗号，突破“社员制”、“封
闭性”原则，超范围对外吸收资金，有
的合作社甚至公开设立银行式营业
网点、大厅或营业柜台，欺骗误导农
村群众。

针对以上非法集资呈现的新特
点，联席会议要求 2017 年把防控金
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尤其
是针对重点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
做到‘管规则、管准入、管行为、管指
导’，对非法机构、非法业务要注重分
工配合，实现‘穿透式’监管，消除监

管真空。”
此次联席会议还提出建立行

业黑名单制度，配合发改委将涉
及非法集资人员纳入金融失信
人黑名单，对非法集资犯罪分子
实行联合信用惩戒。

除了多部门联合监管、建立
黑名单制度等措施之外，处置非
法集资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
持。此前联席会议研究起草的
《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赋予地方
人民政府对非法集资活动的行
政查处权力，解决地方人民政府
有责无权、依据不足、手段缺乏
等突出问题，实现对非法集资全
链条、“穿透式”综合治理。

去年新发案件超5000起，金额超2500亿

十四部门“穿透式”监管非法集资

地址：东台市红兰路 3 号（大润发向南
100 米） 详 询 热 线 ：0515-69970588
0515-69970599

民生银行大额存单，购买成功的当天起
息，提供纸质存单。

可全额提前支取，也可以多次部分提前支
取，提前支取部分按照我行挂牌通知存款利率
或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向下靠档利率计
息。欢迎前来购买咨询。

产品名称

大额存单

起点
金额

20万起

固定
利率

3.85%

天数

3年

最新理财产品销售

客户经理：袁鹏 电话：18752201112 地址：常熟农商银行东台支行（鼓楼菜场对面）

我行理财产品于起售日8点30分上线开售，各营业网点均可受理，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全天24小时开放销售。

★产品条款以购买时合同为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风险说明: ★适合人群：保守型的有投资经验和无投资经验的客户
提供本金及收益保障，或者提供本金保护且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概

率较低。
★★适合人群：谨慎型的有投资经验和无投资经验的客户
不提供本金保护，但本金亏损的概率较低，预期收益实现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产品名称

常乐宝盈
1号88期-非常熟地区专属

常乐宝盈
1号88期-新客户专属

常乐宝盈2M号19期-非常熟
地区

常乐宝盈
2号87期-非常熟地区专属

常乐宝盈
3号87期-非常熟地区专属

常乐宝盈
12M43期-非常熟地区专属

稳盈系列
186期

产品代码

B10088Y

B10088X

B50019Y

B20087Y

B30086Y

B60043Y

W17186

理财期限

35

35

63

91

182

364

35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60%

4.70%

4.60%

4.60%

4.60%

4.60%

3.10%

销售时段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6日—
5月2日

4月27日—
5月3日

起息日

5月3日

5月3日

5月3日

5月3日

5月3日

5月3日

5月4日

到期日

2017年
6月7日

2017年
6月7日

2017年
7月5日

2017年
8月2日

2017年
11月1日

2018年
5月2日

2017年
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