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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春节前，股市不好看，
“红包”行情还是要看国债逆
回购！春节前这拨高收益千万
别错过。

每逢长假，国债逆回购总
会出现一个收益高峰，利率基
本都在10%以上，甚至超过
20%，成为假期前难得的“捡

钱机会”。去年十一假期，沪
深交易所1天期逆回购利率均
超过了 10%；到了元旦假
期，1天期逆回购利率再度飙
升，均超过20%。

具体参与时，时间选择也
是有技巧的。春节前最佳操作
时间在13日（周二），最佳标

的是国债逆回购1天期。
操作1天期，结果能算8

天，多了这么多计息天数。这
对于投资者来说，当然是一个
捡钱的好机会，终于可以躺着
赚钱了。

值得注意的是，逆回购新
规于2017年5月22日正式实

施，最大的变化在于计息天数
从回购期限的名义天数修改为
资金实际占款天数。至于14
日，还是建议不要操作。因为
按照新规，春节7天假期并没
有利息。

如果当天操作的话，预期
收益率会有多高呢？我们统计

了一下，过去5年时间，春节
假期前2天，也就是节前最佳
操作时间点，年化收益率基本
都在两位数， 最高达 到 了
35%，最低也达到了15%。所
以说，春节前“发红包”，这轮
高收益别错过。

（综合）

涨疯的国债逆回购又来了
买点在周二 年化收益率或达两位数

2018年春节前夕，中信银
行推出国内首款能算利息的智能
存钱罐产品，成为春节长辈送给
孩子的最好礼物。

通过中信银行智能存钱罐，
孩子可以随时了解到自己到底
有多少压岁钱或成长资金，以
及每天能产生多少利息。智能
存钱罐还可以储存为孩子精选
的财富语音故事，用故事和实
践操作，开启孩子的财商教
育。

“儿童需要亲自了解、直接
参与，才能对‘钱’有足够的
认识，这是中信银行推出智能
存钱罐的初衷。”中信银行零
售银行部负责人表示，通过智
能存钱罐，中信银行可以帮助
家长和孩子科学管理压岁钱、
奖金，还能让孩子了解到钱能
生钱、财富需要打理、花钱需
要规划、如何管理才能实现钱
的保值增值等基本财富理念，

用实践操作开启孩子的第一次
财商教育。

智能存钱罐可以通过中信银
行微信服务号与客户的中信银行
借记卡账户进行绑定，儿童把压
岁钱、奖学金等存入银行后，可
选择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大额
存单、月月息、增利煲等产品。
通过wifi联网后，每天点击设
备上的按钮，账户余额、当日收
益等存款信息就会在存钱罐屏幕
上显示，并可语音播报。用户也
可以通过微信银行入口，对智能
存钱罐进行设备配置、音乐故事
播放等操作。

据了解，在产品推广期间，
只要在中信银行新增20万元以
上6个月定期存款，即可免费
获得一个智能存钱罐 （每名客
户只能获得一个）。在智能存
钱罐关联的借记卡账户中，可
以办理增利煲、月月息等中信
银行明星理财产品。孩子通过
智能存钱罐查询到的已得利
息，为系统实时匡息计算的利
息，即活期、定期、大额存
单、月月息、增利煲等存款产品
已得利息之和。

（小信）

本金利息随时播报

中信银行推出国内首款
能计息的智能存钱罐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宁
波银行苏州分行自2009年 3
月27日成立以来，逐渐在苏
州市场上站稳脚跟，业务规模
不断扩大，并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社会
形象。近日，宁波银行苏州分
行营业部荣获江苏省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十佳示范单位”
称号。

近年来，宁波银行苏州分
行营业部一直致力于提升客户
体验度和舒适度，在营业大厅
设置现金区、非现金区、网上
银行体验区、自助服务区、汇
通财富尊享理财区等，实现了

客户分流和分区服务，为客户
创造了井然有序、高效快捷
的金融服务环境。同时，该
行还积极改进服务流程，增
加便利设施，推出了日用应
急药箱、应急充电服务、便
民设施集合图、营业厅儿童
座椅、残障人无障碍通道、
爱心窗口爱心座椅、客户活
动文化墙等一系列服务项
目，不断提升营业部综合服
务能力。

宁波银行苏州分行营业
部以管理抓服务，坚持做好
《中国银行 业 文 明 服 务 公
约》《中国银行业柜面服务

规范》 等相关制度的学习，
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服务技
能，从每一个岗位、每一个
工作环节着手做好日常服务
工作，注重服务细节，力求
让客户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服
务感受。

宁波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始终以“诚信敬业、合规高
效、融合创新”为经营理念，
持续推动服务工作深度发展，
先后被授予“中银协千佳示范
网点”“中国五星级银行网
点”“江苏省银行业文明规范
服务百佳示范单位”等荣誉称
号。

争百舸之流 秉服务之理

宁波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喜获省十佳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徐驰）超市
刷卡满588元立减100元，百
货刷卡满888元立减100元，
新春家宴满 888 元立减 100
元。农行信用卡春节福利扑面
而来。

2 月 14 日至 2 月 21 日，
苏州农行信用卡客户在苏州新
区金鹰超市、吴江大润发北厍
店、易买盛超市北厍店刷卡购

物可享满588元立减100元优
惠。每卡每日限参与一次，每
日每个商户限 50 个活动名
额，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月 14 日至 2 月 21 日，
苏州农行信用卡客户在苏州金
鹰国际、新光天地、第一百
货、石路国际、泰华商城、长
发商厦刷卡购物可享满888元
立减100元优惠。每卡每日限

参与一次，每日每个商户限
50个活动名额，先到先得，
用完即止。

2 月 14 日至 2 月 21 日，
苏州农行信用卡客户在东恒盛
大酒店、同里湖大饭店刷卡就
餐可享满888元立减100元优
惠。每卡每日限参与一次，活
动期间总限2000个名额，先
到先得，用完即止。

农行信用卡春节送福利

本报讯（记者徐驰） 无叶
风扇、蚕丝被、爱奇艺黄金会
员月卡、拉杆箱、膳魔师凯菲
保温杯……面对这么多好礼，是
不是特别心动呢？新的一年，农
行小积分抽大奖活动又来啦。

2月6日至3月30日，农行
信用卡主卡持卡客户（附属卡、
商务卡、准贷记卡、航空联名
卡、百联通联名卡除外）单笔消
费每满66元，即可获得一次当
日抽奖机会。登录掌银专属活动

页面，赢取农行积分、视频会员
卡、生活家居用品等心动好礼，
每次抽奖将自动扣除客户名下6
个个人客户积分。

2月6日至3月30日，农行
信用卡主卡持卡客户可登录掌银
专属活动页面 （附近栏目-乐
玩积分专区-小积分抽大奖），
使用666积分抽取积分、礼券、
时尚家居等缤纷好礼，每次抽
奖将自动扣除客户名下666个
个人客户积分，抽奖次数不限。

用农行积分抽缤纷好礼

本报讯（记者潘赟）新春纳
福，招商银行给大家送福利，掌
上生活还款即有好礼相送哦。

2月5日—3月4日，通过招商
银行掌上生活还款招行个人信用

卡一笔任意金额，即可参与本次活
动。礼品包括0元购LUNA mini2
洁面仪抵用券，东阿阿胶桃花姬礼
盒装100元抵用券，周生生黄金心
形转运珠100元抵用券。

招行掌上生活还款赢好礼

本报讯（记者易季娟）时近
春节，工商银行送来好礼，现在
开始到3月31日，客户去网点
开立对公账户，即享三重好礼。

第一重是“开户礼”，只要
在活动期间办理开户，就送精致
雨伞一把。第二重礼是价值100
元的电信充值卡，只要达到新开

账户标准，即日均存款在1万元
（含）以上的对公新客户，就可
获得。第三重礼是价值200元的
电信充值卡，凡是工行有效理财
新客户，即日均金融资产在1万
元（含）以上，并且成功购买工行
理财产品的对公新客户就可领
取。

工行对公账户开户有礼

本报讯（记者潘赟）为感
谢粉丝们对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一直以来的支持，中行手机银
行 2018 年特别推出“惊喜
2018 月月享好礼”的粉丝交易
赠礼活动，希望为粉丝们送上
2018年一整年的幸运与惊喜。

2月1日至11月30日，客

户当月登录中行手机银行，并
进行一笔10元人民币及以上的
动账交易（关联账户转账除外，
外币转账汇款金额核算为人民
币计算），即有机会抽取小米自
拍杆、小米ihealth体温计等奖
品 ；每 月 第 2018、20180、
201800、2018000名交易的客

户还可获得小米智能手机奖品。
活动期间，客户连续3个

月每月登录手机银行并进行1
笔满足上述条件的动账交易，
除有机会参与每期“月享粉丝
奖”抽奖外，还有机会参与抽
取小米智能手机、小米旅行箱
等奖品。

惊喜2018 月月享好礼

中行手机银行送福利

彩种

超级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8019

18043

18043

中奖号码

10，11，19，
21，28+5，12

0，7，9

0，7，9，0，4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8043

2018043

2018019

2018019

中奖号码

5，2，7

1，3，7，8，12

5，11，13，18，26，
27，28+6

7，7，4，7，8，7+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