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行营业部：下城区凤起路432号 86196400 81135997
城北支行：拱墅区温州路 71 号 88120776 88120780
余杭支行：余杭区世纪大道 176 号 89356520 86238899
大江东支行：萧山区义蓬街道义府大街519号 22872718 22872725
富阳支行：富阳区体育馆路 457 号 61796400 63122336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海亮大厦 86964558 86965308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中路 808 号开元名都大酒店裙楼
82335289 82335295

城西支行：西湖区天目山路 272 号 28102295 28102296
城东支行：江干区凤起东路135号 28351352 28351363
未来科技城支行：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88669959 88669963
城南支行：上城区之江路628号赞成中心 87790373 87790379

注：直销银行系列产品，限70周岁以下客户购买。
新晋财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300万元，
认购后达到300万元。
新晋私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600万元，
认购后达到600万元。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风险提示：以上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不等于
实际年化收益率。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更多资讯请关注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微信：njcbhz

直销银行下载请扫码二维码

新晋财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5.55%
产品名称

稳鑫保本（保证收益型）
双季盈（新晋白金卡）

年年鑫（新高净值客户）
季安享（新客户）

季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季季鑫（新晋私行客户）

期限（天）

364
182
364
91
91

182
91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5.25%
5.30%
5.40%
5.45%
5.45%
5.55%

起点金额

5万起
50万起限购100万

100万起限购300万
5万起（限直销银行）
20万起限购600万

300万起限购600万
100万起限购600万

销售日期

8.8-8.14

8 月 18 日，杭州建材家装代理商东

箭集团以“钜惠献礼，回馈全城”为主题

的 22 周年庆典活动即将在杭州和平会

展中心盛大举行。

始创于 1997 年的东箭集团，22 年

来在消费者的喜爱与支持下，已发展成

为一家以代理国内外知名品牌为主的建

陶卫浴家居销售企业。此次周年庆，东

箭将携手 TOTO、箭牌卫浴、金意陶瓷

砖、东鹏瓷砖、箭牌瓷砖、摩恩厨卫、安华

卫浴、宏宇瓷砖、芝华仕头等舱沙发、顶

固全屋定制、箭牌橱柜衣柜、美国金斯当

床垫、我乐全屋定制、东箭家电等数十个

建材家居品牌，盛大亮相。

本次活动包含 6 重礼。预缴 50 元，

获得“特权卡”，领取价值 168 元健康秤

一个；下定任意品牌，最高可抵用 3200

元现金；下定多个品类赢取联单大礼，智

能坐便盖、冰箱、按摩椅等大礼包等你来

拿！现场还有砸金蛋、满额返现、整点抽

奖等活动，惊喜多多，不容错过。

快来各大商场东箭门店领取活动邀

请函，或微信搜索“东箭集团官微”，了解

更多详情，快来报名吧！

钜惠来袭！东箭集团22周年庆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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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大难问题，今后这个现状将得到改观。昨

天，浙江省工商局与农行浙江省分行开展银商合作，分别推出面向小微企业融

资对接的“浙江省小微企业云平台·信用宝”及“小微网贷”产品，通过数据交

换，破解“信用”与“信贷”之间的瓶颈。

省工商联合农行搭建全国首个银商数据交换平台

省内小微企业三年内有望获贷5000亿
本报通讯员 沈雁 杨思 本报记者 马焱

财经圈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财经大事

钱哥私募沙龙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私募操盘

小微企业云平台是全国搭建的首个银商

数据交换平台，凭借云计算，依托大数据，从

全省180余万户企业中根据工商及其他部门

数据，以百分制计分方式体现企业的信用评

价分值，精准筛选出可扶持对象，列入小微企

业培育库，并将企业分层为初创型、成长型、

领军型企业。“小微网贷”则通过抓取大数据，

为小微企业提供最便捷的线上融资服务。

据悉，小微企业云平台可根据各企业的

融资服务需求与银行进行对接，如遇到失信

企业还会做出风险警示和提示。

当天，省工商局与农业银行省分行现场

启动了银商合作助推小微企业质效提升签约

仪式，以“信用宝”为互动媒介，与农行“小微

网贷”直连互通，打通政府和银行数据壁垒。

根据签约内容，未来三年，省农行将意向性投

放小微企业贷款5000亿元以上。

小微企业一般缺乏抵押物，同时也缺少

信用数据，较难进行风险评估，贷款难以获

得。农行研发推出的“小微网贷”产品，是通

过抓取企业财务、结算、税收、资产、信用等大

数据，并进行线上信用模型评测，为小微企业

线上贷款发放提供有效依据，解决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通过与省工商局小微企业云平台

的直连互通，双方能实现数据的共享，而数据

来源的增加，使得农行“小微网贷”更精准、全

面地对企业信用情况进行评价，从而更快、更

好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据悉，“浙江省小微企业云平台·信用宝”已

经在绍兴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昨天正式推向

全省。省工商局的“小微信用宝”将与省农行的

“小微网贷”进行无缝对接，让守信用的小微企

业更多地获得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在网上申贷、

网上还贷，办理贷款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

不用跑。通过发放“小微成长卡”，对信用记录

良好的小微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及其他综合金

融服务套餐，对诚信经营、轻资产的双创小微企

业，提供信用贷款、增信担保贷款等融资服务。

预计到2018年底，仅省工商局与省农行的合作

平台将达到在线申请小微企业2万户，贷款支

持小微企业1万户，投放贷款1500亿元；下半

年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5%以

下，最低可执行基准利率下浮。

本报讯“阿里也有会员卡了！”昨天，你

的朋友圈，是否被“88VIP”这几个字刷屏？

没错，阿里确实推“会员卡”了，还是一张

“全通卡”。8 月 8 日，阿里巴巴在广州“88 会

员年度群星盛典”上，对外揭晓“88VIP”全新

会员计划。这张卡几乎涵盖了阿里巴巴旗下

所有核心服务，还联合天猫上15万个品牌当

中的 88 个国内外大牌提供一系列复合权

益。这些专享折扣贯穿全年，连双11都不例

外，“88VIP”可以折上再折。

怎么成为“88VIP”？记者了解到，近一

年内在淘宝、天猫等阿里零售平台有过消费

行为的用户，都会自动成为 88 会员，每个会

员会对应不同的淘气值。如果你是淘气值满

1000 的超级会员，可以只用 88 元获得这张

非 超 级 会 员 须 花 费 888 元 才 能 购 买 的

“88VIP”。

这张卡有多实惠？经初步计算，这张卡

的价值近2000元。有了这张卡，在购物上可

以享受“折上折”。即使在连折扣力度全年最

大的双 11，也能享受折上再折。天猫超市、

天猫国际直营、天猫上的88个品牌都享受折

上 9.5 折，还有数码家电类全年通用的指定

购物券 300 元，粮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的专

属折扣。除此之外，最方便的地方在于，一张

卡可以通用至娱乐、餐饮等，不用再为了某个

单个的会员权益去重走一遍注册、付费、开通

⋯⋯成为 88VIP 后，就可以自动升级为阿里

旗下多家年卡会员，其中包含了优酷年度

VIP、饿了么年度 VIP（价值 240 元红包）、虾

米年度 VIP、淘票票年度全国卡（一年省 192

元）。

其实，付费会员的形式，早有互联网公司

在尝试。比如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网易的

黑卡等。只不过与阿里的“88VIP”不同的

是，它们都停留在单一服务、单一场景和单一

体验。为什么阿里在此时推出付费会员制

度？在阿里“88VIP”项目总负责人段玲看

来，“88VIP”不仅是阿里巴巴集团对于会员

制这一拥有40年历史的商业形态的重构，也

将为入驻天猫的国内外品牌打造会员体系带

来巨大机会和想象力。 本报记者 朱银玲

淘宝天猫有“会员卡”了！连双11都能折上折

阿里启动“88VIP”全新会员计划
淘宝天猫有“会员卡”了！连双11都能折上折

阿里启动“88VIP”全新会员计划

本报讯“今年我们已经新增了 2000 多

家的智慧零售的门店，这其中仅零售云门店

就超过了1000家，目前零售云已经成为我们

苏宁各类新业态中发展最迅猛，最成熟的新

物种之一。”8 月 8 日在南京召开的“智慧赋

能 创富未来”的零售云合作伙伴大会上，苏

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带来一张漂亮的成

绩单。

目前中国县镇人口占总人口的近 70%，

3C、家电等行业至少有40%的份额集中在县

镇，市场规模约9000亿。苏宁的零售云就定

位在这片市场蓝海，短短半年多时间，截至 8

月 8 日，零售云在全国范围内新开 1010 家，

覆盖全国 27 个省，近 1000 个县镇。根据已

开店的数据统计，零售云平均单店销售提升

2倍以上，资金周转提升6倍。

据了解，零售云在刚起步时当月销量只

有 1000 万，2018 年 3 月份首次破亿，再到今

年二季度，零售云的整体销售规模已经突破

10 亿。苏宁易购集团副总裁顾伟称，“现在

我们还要把 2400 多家县镇直营店整合到零

售云，这样一来，零售云店的整体规模将达到

3500 家。”据悉，零售云计划在今年底开到

5000家，2019年更是剑指8000家、300亿销

售规模。“三年内，我们要完成首轮零售云造

富计划，到2020年计划布局12000家零售云

门店，培育1000多家年销售规模达千万级的

金牌商户，推动县镇消费市场新业态的规模

化崛起。”张近东称。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告诉记者，加盟店

负责人只需要考虑如何卖货，其他诸如店铺

装修、铺货、后台服务、技术、培训乃至专业团

队配备等方面，一概都由苏宁方负责。就连

技术后台也对加盟商共享，后台上能看见每

小时、乃至每分钟所得的净利润，还为其配备

在线导购和在线推广，等于提供一个不需要

你付工资的专业团队帮你打工。”

本报记者 高佳晨

苏宁零售云瞄准县镇零售商
3年打造1000个千万级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