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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银行规定房贷可还到８０岁
鼓励接力贷意图明显
近日，杭州某银行悄悄调整了房贷政

业、拥有稳定的收入，以此来证明借款人具

策，规定房屋按揭贷款最长可贷到８０周岁，

备足够的还款能力。此外，贷款人的父母双

一举打破了贷款人最高年龄纪录。对此，中

方中最大年龄不能超过６０岁，因为通常６０

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这一

岁以后不具有足够的经济来源。

产品主要针对的是接力贷，也就是要老人

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楼市政策宽松

和子女同时还贷款，鼓励子女用老人的贷

的过程中，银行每次都是领先，杭州的银行

款资格，享受首套房待遇或者依然可以贷

政策宽松如果成为趋势，对市场将带来很

款。

大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购房行为应
据悉，目前，大部分银行还贷年龄最长

该是理性行为，这种鼓励贷款到８０岁，一套

到７０岁。杭州这家银行延长到了８０岁，有明

房套牢几代人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少数银

显的风险。现有的接力贷产品普遍要求贷

行的这种政策对购房者心理会起 到非常坏

款人（子女与父母） 都需要拥有稳定的职

的影响。

平安１０８财神节单日成交额超１０００亿
１月８日，中国平安１０８财神节迎来爆发

品”，囊括了公司旗下的和盈智慧系列、慧

先的互联网产品开发能力，可为客户提供投

“１８款组合，上千个产品”蓄势发力，各种
日。

盈安Ｅ系列、富盈系列等 主力产品，涉及银

保门槛低 、灵活交费、线上投保的年金保险。

优惠和奖励回馈吸引全国众多消费者参与

行理财、寿险、健康险、投资等业务领域。

其中。截至１月８日２０点，１０８财神节单日成交
额超１０００亿元。

１０８财神节爆款产品一经推出即热销，

平安健康险特别上线的ｅ生保ｐｌｕｓ （贺
岁版）产品，同样受到消费者追捧。开售首

除暖宝保外，平安人寿推出１０元起投的万能

日仅用１４个小时，保费销量就突破２０００万大

保险产品——
—零钱养老，当日亦形成爆点，

关，助力平安健康险超额达成财神节爆点

产险在全国推出一款特惠保险产品——
—暖

成交件数超过５万，成交金额逾５３１８万元。该

日保费目标。

宝保，该产品上线当天就受到全 国消费者

产品结合了平安强大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领

作为今年１０８财神节的爆款产品，平 安

渊通讯员 石见冤

爆抢，参与购买的人数超过１１０万人，销售额
超２０００万元。暖宝保是一款０－１００岁均可投
保的意外险产品，成人只需１９．９ 元／年，保障

泰隆银行积极响应云闪付走进美食小镇

包括百万身故保额、伤残保障等。与其它常
规意外险相比，暖宝保的保障范围更广，保

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泰隆银行嘉兴分行组织

费更低。除此之外，平安产险每年扣除已决

员工前往新塍镇万隆广 场展开云 闪付走进

赔款、８％运营成本及其他税 务等固定成本

美食小镇体验活动，４０余名“小隆人”自行组

后，所有盈余将回馈给续保客户。

队前往各商店进行银联扫码支付，并积极向

自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０８财神节正式启
动以来，中国平安精选“１８款组合、上千个产

中信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活动期间，
每客户每自然月 活动区域线

微

往来居民和 本地商户 宣传云闪付使用的便
利性。

渊通讯员 沈章俊冤

动优惠。客户是否可获取奖品优惠，以领奖

用卡限量 １１１８ 个；其他活动日优惠名额 借

页面展示的最终结果为准。优惠名额有限，

记卡每日限量 ５０００ 个，信用卡每日限量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详见官网）

５５８ 个，先到先得，抢完为止。同一银行卡 ／

下银联线路累计交易金额大于 等于人民币
１ 万元且小于人民币 ５ 万元， 返现人民币

同一手机号码每活动日可参加 １ 次活动，借
民生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记卡、信用卡 活动期间可分别参加 ５ 次活

９００ 元（每人每月最高返现人民币 ９００ 元）；

日活动期间，扫货香港两大购物中心 ，最高

大于等于人民币 ５ 万 元 的， 返现人民币

单笔立减 １０００ 港币。在中港城刷民生万事

５，０００ 元 （每人每月最高返现人民币 ５，０００

达卡信用卡，累 积消费满 ２０００ 港币——
—

元）。每客户每期活动最高返人民币 ５，０００

３９９９ 港币，可获 １ 张价值 ２００ 港币现金券；

五、周六、周日、春节（２ 月 ４ 日—１０ 日）活动

元，两期最高返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元，所有客户

累积消费满 ４０００ 港币及以上，可获 ２ 张价

期间每天上午 １０：００ 起，客户在淘票票（包

每月总返现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０ 万元，按

值 ２００ 港币现金券。其中，
“累积消费”最多

括淘票票 ＡＰＰ、支付宝 ＡＰＰ 淘票票栏位、手

交易达标时间先后顺序赠送。
（详见官网）

累积 ２ 笔交易。共计 ２０００ 张价值 ２００ 港币

机淘宝 ＡＰＰ 淘票票栏位） 购买任意场次电

现金券，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详见官网）

影票（选座），并使用兴业信用卡支付宝快捷

浦发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动。
（详见官网）

国字品牌 服务领先
兴业银行

即日起至 １ 月 ３１ 日每周

支付，可享单 笔订单 ５ 折，最高 ３０ 元优惠 。

活动期间，持卡人首次绑定浦发信用卡微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每个活动日 限 ２０００ 名额，先到先得。每位

支付，即可获得 ５ 元微信支付立减金，使用

３１ 日活动期间的每 周六周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客户每月可享一次优惠。
（详见官网）

浦发信用卡微信支付金额大于 ５．０１ 元时可

２８ 日农历小年至 ２ 月 ４ 日除夕 （连续 ８

抵扣。活动名额总计 ３０ 万个，每位客 户最

天），每活动日上午 １０ 点起，持卡人在华润

多只能领取 １ 次，先到先得，领完即 止。
（详

万家超市活动门店购物，使用邮储银行手机

日活动期间，每周四上午 １０ 点开始，可享 １

见官网）

银行或云闪付 ＡＰＰ 绑定邮储银联卡 （卡 号

分钱抢购 ５ 元电影票抵用券，限前 ２０００ 名

６２ 开头）通过二维码支付，即享借记卡满

用户享有；１０ 元享 ２０ 元电影票抵用券，限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１００ 元立减 ３０ 元、信用卡满 １００ 立减 ５０ 元

前 ８００ 名用户享有；１５ 元享 ３０ 元电影票抵

日活动期间，客户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成功

优惠。１ 月 ２８ 日农历小年至 ２ 月 ４ 日除夕

用券，限前 ８００ 名用户享有；活动当天 ２２

消费，且消费满足下述条件，有机会享受 活

每活动日优惠名额 借记卡限量 ８８８８ 个，信

点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详见官网）

广发银行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

工商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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