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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产品风险揭示书。
近期优惠 交通银行宁德分行新客户送500元贴金券 拼团理财4以上最高平分800元贴金券

交通银行营业部 : 宁德市闽东中路22号人大信息楼（山水大酒店旁）
理财热线：2511808 联系人：田经理18659389558

交通银行万达支行：宁德市东湖御景21幢一层101（万达金街对面）
理财热线：2511867 联系人：林经理 18859396907

精品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2102180263

2102180258

2641180293

2242180185

产品名称

交银添利迎新2号

交银添利12个月

稳添利拼团理财

沃德添利6个月

销售起日

2018/5/29

2018/5/29

2018/5/28

2018/5/25

销售止日

2018/6/4

2018/6/4

2018/5/31

2018/5/31

期限（天）

97

363

98

181

历史年化收益率

4.80%

4.50%

5.00%

4.50%

加贴金券后历史年化收益率

8.24%

购买稳添利3个

月拼团理财团长可

专享800元支付贴金

券权益

交行信用卡申办卡特惠

每周五至中石油站前路
加油站、沃尔玛、新华都、华
润、万佳、东方康宁超市享受
5%—10%秒减优惠

新华社上海5月28日电（记者 韩洁
周蕊）金砖五国财经高官 5 月 28 日在上
海出席新开发银行第三届理事会年会，共
同回顾新开发银行开业运营近三年来的
积极进展，谋划未来发展蓝图，致力于为
深化金砖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作出更大贡献。

当天下午开幕的新开发银行第三届
理事会年会以“创新发展融资路径”为主
题，吸引新开发银行各成员理事或代表、
有关国际组织、工商企业界以及民间团体
代表出席，与会代表就新开发银行业务发
展情况、利用新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成立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合作进
程中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成果。”中国

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为中国理事在年会开
幕式致辞中说，新开发银行自 2015年 7月
开业迄今实现了良好开局，正在成为全球
多边开发体系新的重要成员。

刘昆说，经过近三年的积极探索，新
开发银行已形成了独特的创新业务模式，
特别是坚持奉行高效务实的机构文化，始
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充分尊重借款国制
度体系，大力发展本币投融资业务，积极
推动南南合作等，得到成员国和国际社会
的充分肯定。

刘昆表示，希望新开发银行抓住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不断创新融资模
式，更好帮助成员国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国将按照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推动新开发银行稳
步扩大业务规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发展经验共享，为加强金砖合作、
促进金砖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表示，新开发
银行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将抓住新
一轮技术变革浪潮，更多关注可再生能
源、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致
力于成员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削减
贫困。

此次年会上，刘昆与卡马特签署了新
开发银行贷款重庆特色城镇综合规划建
设项目《贷款协定》。会议还选举南非财
政部长恩兰拉·奈内为第四届理事会主
席，并决定第四届理事会年会于 2019 年
在南非举行。

继金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等基金业权威
评选活动之后，业内又一大重量级奖项——中国基
金业英华奖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揭晓。中银基金旗
下基金经理陈玮荣膺“三年期二级债最佳基金经
理”，其管理的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基金连续 2年包揽
金牛奖、金基金奖和明星基金奖，继续达成“大满贯”
的辉煌。

不同于金牛奖、金基金奖和明星基金奖等以资
产管理公司和金融产品为评选对象的重要奖项，英
华奖是一项针对基金行业人才的权威评选，由证券
时报旗下中国基金报主办。英华奖尤其强调中长
期投资能力，参选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必须持续管
理产品至少三年以上。而“80 后”的陈玮担任基金
经理仅三年多，其管理的中银稳健添利就已经拿奖
拿到手软。此次登顶英华奖榜单，堪称业界的少年

“英华”。
Wind数据显示，陈玮管理的中银稳健添利基金

（A 份额）自 2013 年 2 月成立以来至 2018 年 4 月底，
复权净值增长率达 50%，位列同类产品前 30%；陈玮
2014 年底接任中银稳健添利基金经理以来，截至
2018年 4月底，该基金复权净值增长率近 30%，稳居
同类产品前 7%。截至 2018 年一季度末，中银稳健
添利获晨星三年五星评级。据统计，自 2015 年以
来，中银稳健添利已在金牛奖、金基金奖和明星基金
奖三大权威评选中连夺 7项大奖。在今年此前揭晓
的金牛奖、金基金奖和明星基金奖评选中，中银稳健
添利蝉联了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金基金·三年期债券基金奖和三年持续回报积极
债券型明星基金奖的殊荣，再次实现三大权威奖项

“大满贯”。
今年恰逢中国基金业迎来二十周年诞辰，除了

例行的“最佳基金经理”的评选，英华奖还推出了“公
募基金 20 年特别评选”，盘点了 20 年来基金公司及
产品的表现。作为业内闻名的“长跑健将”，中银基
金凭借一流的固定收益投资能力荣膺公募基金 20
年“最佳固定收益基金管理人”，旗下两只混合基金
——中银中国和中银动态策略则获评公募基金 20
年“最佳回报混合型基金”。Wind数据显示，自成立
以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中银中国复权净值增长率
高达 717.15%，并在今年一季度末的晨星评级中荣
获十年五星评级；中银动态策略成立以来涨幅达
193.92%，高居行业前五。

卓越的投研能力与风险管理水平让中银基金
屡获权威奖项的青睐，迄今已在金牛奖、金基金
奖、明星基金奖、晨星基金奖及英华奖等行业重量
级评选中揽获近 80 项大奖。 □ 中行

近日，建行福安支行组织员工开展“弘扬美德”
主题道德讲堂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读好书、分
享道德故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企业学习
氛围，培养学习型人才。

活动按照自我反省、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发
善心、送吉祥、致鞠躬等七个环节进行。本次活动的
开展，让员工在工作之余能静下心思考，提高自身的
思想道德境界，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 林靖颖

为丰富宁德农商银行员工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5月27日，宁德农商银行在宁德师范学院体
育馆举办“聚青春力量 展时代芳华”趣味运动会暨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本次趣味运动会设置了呼啦圈过山车、大河之舞、能量传输、龟兔赛跑、高效运输线、疯狂毛毛虫、闯关四件套等运动项
目。 袁伟明摄

中银添利蝉联权威奖项大满贯

基金经理陈玮获评
“最佳基金经理”

建行福安支行

开展“弘扬美德”
主题道德讲堂活动

新开发银行迎开业三周年 助力深化金砖合作

央行发行熊猫加字金银纪念币
纪念兴业银行成立 30 周年

产品名称

我的玫瑰花

赠送316L真空离子18K金镀
金链。

规格（克）

0.8g

成色

足金999

农行代理
贵金属产品

——我的玫瑰花

心里藏的话很多
都是满满的“我爱你”
但大胆说出口的却很少
妈妈、孩子、爱人、自己
不论TA是谁
我的玫瑰花
都可以替你对TA说爱

近日获悉，中国人民银行 5 月 28 日发行兴业银
行成立 30 周年熊猫加字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
银纪念币共两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1 枚，银质纪念
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据悉，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
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及“兴业银行成立 30周年纪
念”中文字样。

背面图案则各有不同。8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
面图案为熊猫食竹图，并刊“8g Au.999”字样、“30TH
ANNIVERSARY OF INDUSTRIAL BANK”英文字样
及面额。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熊猫食竹
图，并刊“30g Ag.999”字样、“30TH ANNIVERSARY
OF INDUSTRIAL BANK”英文字样及面额。

□ 兴业

本人遗失职务船员证
书，证号：C08328386。声
明作废。

挂失人：陈有银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四小船员
证，证号：ZX08-S0423。
声明作废。

挂失人：金家喜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职务船员
证书，证号：C08326640。
声明作废。

挂失人：金家喜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四小船员
证 。 证 号 ：ZX-S2002。
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有银
2018年5月30日

遗失
声明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
障消缺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
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
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停电期
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

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
杆塔或者涉及用电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
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
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
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8-06-06 07:00 -17:
00，线路名称：10kV 上金贝分线#001-3 杆至#
001-3B 杆，停电范围：金涵畲族乡琼堂村，工

作内容：配改工程。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信

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
可快速查询停电信息、日（月）
电量、缴费提醒等。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8年5月30日

停电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