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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为切

实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全行员工
的消防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近
日平湖工银村镇银行利用下班时
间开展了一次消防安全培训。

培训过程中，消防教官通过
案例分析、现场说法等方式，让员
工们了解在面对油火、电火等情
况时的正确处理方式。同时，针
对消防安全的实际情况，结合在

工作和生活中用电、用气、用火的
知识，深入介绍了火灾发生前后
火势的发展情况以及灭火逃生自
救的方法和要点，并按种类、功
能、用途介绍了不同的灭火器，重
点介绍了灭火器和灭火毯等消防
设施的使用方法、火场逃生及应
急疏散的方法与原则。

员工们还在消防教官的指导
下进行了模拟火场逃生演习，通
过演习加深培训的效果，在演习

中提高处置火灾事故的自防、自
救能力。

招商银行优选明星净值型理财产品

打开“买单吧” 随时有奇遇
◎美食奇遇惠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6
月30日。

活动期间，交通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每周五可在指定大牌餐饮
门店享受低至5折购买优惠券。
◎加油奇遇惠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6
月30日。

优惠一：天天省油费，支付不下车。
“一键加油”全新上线，精选

油站油费笔笔享优惠。特殊时
期，无接触支付油费，省心省力，
春日加油就用它！

参与路径：“买单吧”APP→生
活→一键加油。

优惠二：周周叠加享最红秒
减5%起。

每周五符合资格的持卡人可
在指定加油站享受秒减 5%优惠
（每周 25元封顶），指定白金客户
可享秒减 10%优惠（每周 50元封

顶），每月最高省100元。
参与路径：“买单吧”APP→最

红专区→最红星期五。
◎宅家奇遇惠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4
月30日。

活动期间，“买单吧”APP绑卡
客户通过“买单吧”APP完成话费
充值或生活缴费，实付金额满5.01
元，即有机会享受随机立减优惠，
最高可立减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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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为增强全体员工的消防安

全意识，提高员工的火灾逃生
能力，日前邮储银行平湖市支
行邀请专业的消防维保单位老
师，指导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
火灾应急疏散演练。

来自杭州消防救援支队的
老师向员工们详细讲解了发生
火灾时的逃生常识、灭火器的
正确使用方法等消防安全知
识，并对消防器材的规范操作

等进行了讲解。随后，又进行
现场演练，通过释放烟雾弹模
拟火场逃生以及使用消防器材
灭火等，让员工们体验真实的
情景。

本次演习进一步增强了全
体员工面对火灾时的处置能
力，学到了基本的火场逃生知
识，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为支
行的安全生产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专题党课提升党员党性意识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

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提升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实干担当、奋发有为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近日人保财险平湖支公司联
合党支部开展了一次党日活动，由
组织委员吴颖为全体党员上了一
堂题为《“交”党费这件事》的专题
党课。

党课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交
党费、交党费的要求、党费用途以
及交党费的标准等方面而展开。
吴颖说，交纳党费是每个党员应
尽的义务，是党性意识的体现，也
是一名合格党员必须具备的条
件。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交
党费的重要性，从自觉、按时、足
额交纳党费做起，积极履行党员

义务，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后续，人保财险平湖支公司

将继续深化“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
一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引导全体
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跟
党走，让“党旗红”成为公司高质
量发展转型最亮丽的底色、最鲜
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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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驿站”便民利民聚爱心
工行平湖支行坚持把客户服

务放在第一位，急客户之所急，想
客户之所想。通过整合网点日常
便民服务资源，在提供专业金融
服务的基础上，扎实推动多元化

“工行驿站”惠民服务网点建设，
全面树立和提升亲民、利民、便民
的社会形象。

支行辖内各网点除了配备

基本的惠民服务设施外，在网点
内还配备了凡士林、消毒液、眼
镜布、体温测试仪等用品，让进
入网点的客户有了一个温馨的
港湾。

大堂经理为客户送上一杯
茶水、一句问候、一抹微笑，总是
洋溢着优质服务的点点滴滴，像
一缕清风，也似一汪清泉，带给

客户无比的温暖。客户们一个
个赞赏的眼神、一张张欢笑的脸
庞，都饱含着对“工行驿站”的感
激之情。

支行在网点专门区域优化布
置“工行驿站”，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崭新的精神风貌，用心用情服
务群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体现
了国有大行的担当。 （陈 瑛）

开展“建党百年 志愿献礼”系列活动
农行平湖市支行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建党百年 志愿献礼”系列公益活
动，以志愿先行的昂扬姿态献礼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组建青年突击队。支行各网
点成立了 13支“红船突击队”，充
分调动全行青年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围绕全行营
销重点工作开展攻坚行动。目前，

通过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陆续
开展助力“家博会”、“智慧食堂”、
反诈骗宣传等各类活动，助推全行
经营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 与“ 文 明 出 行 ”志 愿 劝
导。支行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员
工参与“文明出行”志愿劝导公
益活动。此次文明劝导路段为
支行包干的市区人流与车流量
较大的路段，支行员工每周三

早、晚高峰时段开展劝导，劝导
和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得到了
市民的好评。

积极投身反诈攻坚战。支行
各网点积极开展“反假币、反洗钱、
防诈骗”宣传活动，走进社区、走进
商圈，向社会公众发放宣传资料，
将暖心金融知识传递给千家万户，
唱响了“反假币、反洗钱、防诈骗”
金融好声音。

“丰收互联”，邀您1元嗨翻天

多措并举为外贸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建行平湖支行聚焦我市外贸

产业导向，以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和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增强本
外币联动金融服务能力，为平湖外
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抓合作稳发展。一方面贯彻
帮扶政策，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发
力，确保各项优惠政策和便利化措
施实施顺畅，真正做到为企业减
负；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各种途径

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及相应
诉求，并提供“一对一”精准化服务
和专业化金融政策支持，切实解决
企业实际难题。

抓产品促融资。支行紧紧围
绕客户需求，创新融资、结算、资金
等各类产品，积极运用国内外两个
市场，多渠道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融
资，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难题，已帮助多家企业通过

创新产品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确保
企业资金高效稳健运行。

抓服务树形象。在日常办理
业务过程中，及时了解客户需求，
沟通客户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并加以解决。通过网银汇出汇款、
跨境 e+、单一窗口等线上产品推
广使用，减少客户奔波，节约客户
时间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姜丽芬）

响当当鲜果：1元抵10元代金
券。使用门店仅限响当当鲜果
（新埭镇新南路72、74号北间），每
满 10元可抵用响当当鲜果 1张，
每用户每月限购2张。

翔德果品：1元抵 10元代金
券。使用门店仅限平湖（含乡镇）
翔德果品，每满 10元可抵用 1张，
每用户每月限购2张。

王龙果业：1元抵 10元代金
券。使用门店仅限王龙果业（独

山港镇虎啸北路 120-126号），每
满 10元可抵用 1张，每用户每月
限购2张。

橙小呆：1元抵10元代金券。
使用门店仅限橙小呆水果（嘉兴市港
区雅山中路227-229号），每满10元
可抵用1张，每用户每月限购2张。

元祝料理：1元抵 40元代金
券。本代金券仅限平湖元祝料理
（平湖总商会店）门店使用，使用
时可抵扣相应金额，可叠加使用

（每满300元可用一张，套餐、定食
除外）此代金券，不可与其他优惠
同享，最终解释权归属门店。

奥康：1元抵99元代金券。使
用门店仅限平湖奥康，每满399元
可用1张，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最终解释权归属奥康门店。

【购买流程】1.打开“丰收互
联”APP；2.首页轮播广告位“平湖
农商银行丰收联盟票券”；3.选购
所需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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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银行部荣获两大市级荣誉
中国银行平湖支行交易银行

部共有 9名员工，全部是女性，负
责支行所有的对公跨境业务操作
以及国内结算业务管理。近期，
交易银行部收获了平湖市“青年
文明号”、平湖市“最美金融集体”
两大荣誉。

一是获得平湖市“青年文明
号”荣誉。2019年，支行交易银行

部通过市金融团工委推荐，被团
市委列为平湖市级“青年文明号”
争创岗。经过 2020 年一年的努
力，于 12月末成功创建为平湖市
级“青年文明号”。

此前，中国银行平湖支行集
体已于 2019年 11月被命名为平
湖市级“青年文明号”，此次交易
银行部以部门为单位再次被成功

命名，体现了市金融团工委、团市
委对平湖中行工作的充分肯定。

二是获得平湖市“最美金融集
体”荣誉。在由市总工会、市金融
系统基层工会联合会共同举办的
平湖市首届“最美金融人”大型评
选活动中，共有5家金融单位被评
为“最美金融集体”，中国银行平湖
支行交易银行部获得这一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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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银行个人大额存单利率再升级

存期

3年

起期金额

20万元

追加金额

1万元

付息方式

利随本清

年利率

4.1%
额度有限，售完为止。
绍兴银行嘉兴平湖支行：当湖街道东湖大道200号 电话：85100162
绍兴银行嘉兴港区支行：乍浦镇雅山中路160号（镇政府西侧） 电话：85580989
咨询电话：平湖 85100169、85100309，乍浦 85580676、85580025

产品名称

百合花·区域特供理财21011期（杭州、嘉兴分
行特供2个月）

百合花·新客理财 4月
型21016期
百合花·尊享理财 9月
型21013期
百合花·定期理财 1年
型21013期

产品登
记编码

C1092421000121
C1092421000101
C1092421000088
C1092421000093

销售起点金额/递增金额

个人、机构均1万元起售，以1万元
的整数倍递增，单户不限额

个人、机构均 1万元起售，以 0.1万
元的整数倍递增，单户不限额

个人、机构均30万元起售，以0.1万
元的整数倍递增，单户不限额

个人、机构均 1万元起售，以 0.1万
元的整数倍递增，单户不限额

期限
（天）

63

127
281
365

业绩比较
基准（%）

4.10

4.40
4.30
4.25

产品
类型

非净
值型

净值
型

名义
到期日

2021/6/16
2021/8/19
2022/1/20
2022/4/14

募集
上限

2亿元

2亿元

2亿元

2亿元

代码

JY010306
301044A
100143A
107644A

产品名称

交银理财博享鑫荣
三年封闭6号

青葵一年半开02号
青葵一年定开4号A
招银理财招睿金鼎

九个月开14A

购买时间

4月1日9:00-4月14日16:00
4月8日10:00-4月19日17:00
4月8日10:00-4月19日17:00
4月7日9:00-4月12日17:00

投资周期

3年
1年半

1年
9个月

业绩比较
基准（年化）

4.80%
4.63%
4.22%
3.90%

起点

1元
1万元

1万元

100元

销售方式

公开销售

公开销售

公开销售

公开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