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要业绩

■ 获奖情况

中信银行珠海分行获第十二届
2021 年度珠海理财精英榜“金牌财富
管理团队”；

中信银行珠海分行获第十二届
2021 年度珠海理财精英榜“珠海银行
业金牌理财产品”；

中信银行珠海分行获广州分行
2020年度“零售业务优秀奖”；

中信银行珠海分行获广州分行
2020年度前三季度“优秀经营单位”；

中信银行珠海分行获广州分行

2020年度“卓越销售奖”；
珠海分行贵宾理财经理获2021年

度“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优秀理财师”
“出国金融业务百佳个人”、2020 年度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优秀出国金融规
划师”、2019 年度“总行级出国金融顾
问”等。

■ 理财优势

中信银行幸福财富管理，依托中
信集团综合金融平台，携手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保
险、华夏基金、中信保诚基金等国内头
部金融机构，共同升级“中信幸福财
富”品牌，将“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客户
提升幸福感”视为‘中信幸福财富’的
使命与责任，通过打造专业与温度兼
备的财富管理品牌，为每一个客户保
驾护航，陪伴每一个家庭共同成长。

在高净值客户服务方面，中信银
行借助中信集团强大的金融集团综合
实力，在业界领先推出家族信托业务，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高净值私人
银行客户需求为中心，以“1+1+N”总、
分、支三级联动的客户服务模式，为超
高净值客户进行家庭财产风险隔离，
实现财富规划及传承。

■ 理财特色

“中信幸福财富”体系包括五大方
面内容：

一是从客户旅程视角探索需求；
二是提升专业能力建设打造大类

资产研判、策略配置和产品配置三级
体系；

三是依托数字化系统为客户提供
专属资产配置方案；

四是支撑开放的财富管理和资产
管理一体化开放共生合作模式；

五是升级“中信幸福财富”品牌，
秉持“财富、健康、真爱和陪伴”四大理
念，专业护航客户财富保值增值，守护
客户及家人幸福生活。

■ 推荐理由

中信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的核心布
局是打造客户首选的财富管理主办
行，通过打基础、建生态、塑品牌，让每
一人都能感受到财富管理就在你身
边。将“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客户提升
幸福感”视为“中信幸福财富”的使命
与责任，通过打造专业与温度兼备的
财富管理品牌，为每一个客户保驾护
航，陪伴每一个家庭共同成长。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牌财富管理团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零售团队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珠海市民喜爱的手机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手机银行
■ 产品特点

中信银行APP是中信银行为满足客户
移动金融需求推出的线上金融服务平台，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便利的移动
银行使用体验，让用户随时随地掌控金融
服务。提供包含借记卡、信用卡、转账、投
资理财、个人贷款等全品类金融服务，并提
供积分权益、出国服务、商城等多种增值服
务，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功能服务和更好的
用户体验：

中信银行APPV8.0全新发布，让陪伴
更有温度8！

■ 产品服务

【财富频道】
推出“财富四笔钱”，全新升级“基金频

道”，倾力打造“特色榜单”，贴心助手“我的
关注”，快来简单理财8！

【幸福号】
汇聚众多基金公司，“幸福号”正式起

航！更多专业市场行情、财富知识、火爆活
动，一起基金畅游8！

【智能搜索2.0】
搜索一键触达，结果匹配更智能；热搜

榜、产品榜贴心推荐，关键词输入自动联想，
实现快速查找，体验智能搜索8！

【生活场景】
中信U商城精选衣、食、住、行、医、教、

娱、旅特色服务、优惠等您来；《健康来敲门》
国内外顶尖专家教你“健康生活；健康银行
全国400＋城市、7500家公立医院体检套餐
一键预约，开启美好生活8!

【交互新体验】
升级“幸福”＋版本，打造无障碍服

务；“我的”频道体验升级，新增手机“摇一
摇”功能，全新推出“语音转账”，畅享便捷
服务8！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牌理财产品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中信理财之乐赢稳健轻松投91天A款理财产品

■ 产品特点

【新享1号】新客户专属福利，稳稳的幸福等你来
体验！

轻松投，放肆赚！让您轻松兼顾流动性和收益性。
面向首次购买中信银行理财的客户销售，限购20

万元。

■ 产品介绍

收益性
预期年化收益率4.05%（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1万元起购买，期限91天。
安全性
风险评级为PR2，适合购买客户为风险承受能力

为稳健型及以上的客户。
流动性
T日（国家工作日）15:30前买入，T+3日起息，到

期后无需赎回自动到账。投资者成功购买本产品份
额，每一份额投资周期均为自该份额投资周期起始日
后91天。

服务性
投资者可通过中信银行指定柜台、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等渠道购买本产品。

截至2022年5月31日，中

信银行珠海分行零售客户数近

21万户，零售管理资产规模过百

亿元，我行零售团队近50人，全

心全意为珠海地区客户提供“有

温度”的金融服务，打造“有温

度”的零售银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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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触及美的本质直到触及美的本质
□ 卢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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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祭 （三首）

□ 吴小虫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南江穿山越峡，一路奔腾，流到老
家下两河口，终于平缓下来，使舟楫可
与巴河相通，以致能通过渠江、嘉陵江
而至长江了，这也造就了它“半边山江
半边城”的样貌。

古镇依山而建，面临南江，明水在
此与南江相汇，穿镇而过，四面青山环
立，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一条颇为
原始的古老街道，可能已是南江罕见的
山区古镇街了。它离巴中市区仅20公
里，由市区向东，走汉巴高速，在下两出
口下高速即到。

我们是清晨出发的。只要稍加留
意，就发现沿途都有神话在诞生。高速
两侧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这种变化
使逶迤而卧的米仓山脉有了苍龙腾飞
之姿，而到南江，感触尤深。这个一直
以来都很偏僻的边城，一夜之间焕发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这在任何一个角
落，即使南江的一滴溪水里，也可以感
觉得到。

美喜欢躲藏起来。我们抵达之时，
天已下起小雨，下两河口躲在雨中沉
睡，就像一位因怀春而嗜睡的少女，卧
在闺阁，梦境美妙。

雨是那种缠绵悱恻的巴山秋雨，飘
逸、无声、轻柔，带着雨水的亮度，因其
清凉，落在身上的一丝一缕都能感觉
到，像初吻一样难忘。

村居楼舍浸在烟雨之中，缥缈而神

秘，使下两河口的诗意更为充分、婉约，
使这里恍若仙境，使它如凤开屏，在雨
中绚烂飞升，展翅而翔。

有河的地方，雨是最好的装点，它
使河流鲜活起来。雨和河使下两河口
更加完美，一种具有令人心情平静的
美，快乐而洁净的美，安宁的美。

“一条小溪在它那深深的河床上歌
唱”，雨以及雨中的万物也在歌唱。树
叶已变成深绿，一些已经变黄，坠落，屋
顶如墨，竹子青翠，巴茅欲开……在这
里，我看到了风景的闪光。与这样的风
景交往，足以使人得到永生。

下两河口古街最宜在这样的雨中
来游。

我羡慕能生活在这里的人，羡慕他
们能沐浴灵秀山水，淳朴乡风。

下两河口山灵水异，灵秀幽邃，这
样一个小地方，却具有庞大之城的一切
要素。这让我想起了H·海涅的诗：

星星，在不断长大，
满心喜悦地开始发光，
终于，像太阳一样大
在天空各处漫游。
所以说，两河口有两个世界：现存

可见的一切，以及隐藏在历史记忆乃至
传说中的部分。它没有门户，像巴河，
甚至大海。它因此具有无限性。

古镇建于何朝何代，不得而知。它
一直地处米仓古道，古代的柏杨铺就在

镇旁，应该是因古道而生，与古道同生
共存。在历史之河中，它过早地被命
名，其特征要用神话、地方志、正史几种
方式才能阐释。可以推测，在正史中，
下两河口属于米仓古道上一个重要的
节点，可能始于秦甚至更早，兴于汉唐，
可能从那时起，就已成为巴河重要的水
路码头，繁华旖旎。往来的客商、特别
是清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
使四海风俗、八方文化与巴蜀文化在小
镇汇集交融，多元，璀璨。形成了它的
独特景观。他辉煌的过去——一个小
地方的大地方，使它在具有开放性的同
时，有了很多实用主义的特性，以致其
无限的丰富性，使你无法将它认清。

是的，两河口本身就是一首对大地
的赞美诗。它扩展了我们对山水的理
解。田野、溪涧、山坡、满枝的果实，在
明亮而清晰的色彩里鸣响。一切的一
切都蕴含在它永远的宁静里，融合在山
影、岩壁、田地、树木、桥、天空和流水
里。这一切是一个整体。呼应窗、炊
烟、门廊、飞檐、鸟鸣、白鹭的飞翔。在
这里，我的感受不是物质的，而是“一个
伟大的现存的真实”。

这的确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风景。
透过雨幕，我似乎看到了晴朗的夜晚：
弦月在天，星空璀璨，古镇洒满清辉，有
一部分被米仓山的暗影淹没，显得深邃
幽暗，灯光在河水里变形，整条古街成

为一座小岛，漂浮在月色之上。
两河口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作为

一方山水，它似乎不属于尘世。它本身
如这秋雨，是升腾的，从地上生发，成为
变幻的云，又落到地上，成为泥土的福
祉。如是轮回，成为一方小天堂，一处
隐秘的仙境。它在永不停歇地缓慢生
长，从而变得无限辽远。这里的万物虽
然赓续了千万年，但在我们的眼光中，
它还太过新鲜。这使我想起里尔克说
的：“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
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

不得不承认，美是因为注视才存在
的。我与两河口四目注视过了。虽然
已经离开它，但我还在一直注视它——
像注视米仓山这千重青山，甚至像注视
喜马拉雅那样一列白雪覆盖的山脉。
我的目光穿过虚无，带着子弹般的尖
啸，一直向前，直到触及它坚实的山体、
尖利的峭壁、一片青瓦、一线从屋檐跌
落的雨水——直到触及美的本质。

卢一萍 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
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

《银绳般的雪》《天堂湾》《帕米尔情歌》
《大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
山》《扶贫志》。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
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五个一”工程
奖等。《白山》曾被评为“亚洲周刊 2017
年十大小说”。

风沙祭

我的祖先亲人，永远地
沉睡在晋北的土地
永远地分别、怀念和忘记
永远地无法回到故乡
以及一条铁路呼啸
要从他们的墓地中穿过

就再也没有了永远——
我的爸爸，去给他们上坟
纸钱点燃了周围的荒草
火势汹涌烧了裤子
他知道，火焰正是母亲双手
将他再次轻轻地环抱

而北方的风刮来刮去
我惟一的记忆，每到春天
从塞外吹到脸上嘴里的
牙齿咬住风沙
没有谁会在意，说话间
就将它呸出并同尘埃

却是湿润的一生，教会我
伏下来看蚂蚁们搬家
这边搬到那边，满心欢喜
关于活着，我永是业余爱好
关于写诗，我知道
就是抱着石头自沉

适得其所

男人找寻着女人，女人找寻婚姻
儿子找寻着母亲，母亲找寻父亲
花朵找寻着露水，梦找寻现实

弓箭找寻着猎物，牙齿找寻骨头
呵，一切似乎应该适得其所……

我终于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
幸福的笑容

风找寻什么，她吹来吹去
月亮找寻什么，她兀自散发清辉
请告诉我，请不要伸出手来安慰

歌乐山途中

多写一首诗能怎样
少写或者不写？

感谢日子带来了凉风
正是反省的时机
但我不必反省（或是重来？）
早已把自己全付与

一切都是恩赐
想走的慢些
进入一个人群
在池塘边伫立
其中就有巨大的美

这轮子飞驰
与桂花在你手中
摘下的是花香

吴小虫 中国作协会员、巴金
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在《诗刊》

《人民文学》《扬子江》等刊物发表
诗歌及随笔等。参加诗刊社第
36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