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益财富

财富，不是账面数字，

而是让它为您创造价值；

智慧，不是投机取巧，

而是能平衡人生的得失。

我们坚持正道经营的理念，

为您的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我们提供理财的智慧解决方案，

为您实现财富管理的个性订制；

我们助您生财有道，智赢人生。

增值服务篇

尊贵象征 值得拥有

瑞丰银行金卡、白金卡是宝瑞财富客户的尊贵身份的象征，更是我行

在提供部分专享产品、专属服务的身份识别。

金卡、白金卡办理流程：

1、理财经理邀请客户签约

2、客户接受邀请并办理签约

3、签约客户根据需要申办不同卡种

4、客户领卡

金卡：在我行季度日均金融资产（包括在我行购买的理财、贵金属、

基金、保险、各类存款以及资管产品等）达到 50万以上的个人客户。



白金卡：在我行季度日均金融资产（包括在我行购买的理财、贵金属、

基金、保险、各类存款以及资管产品等）达到 200 万以上的个人客户。

智享优惠

我们不仅为尊贵的您贴心设计了一系列贵宾专享优惠服务，

更有免挂失手续费、免补卡工本费、免个人存款证明手续费、贵

金属购买优惠、保管箱年费优惠、挂失费减免等多重超值体验等

着您！在通往财富的路上，我们始终用心，为您带来惊喜不断的

超值体验！

智享通道

•尊享营业网点绿色通道。

为了保障您亲临网点能够享有最高优先仅，我们为您专门设

计了快捷的服务流程，并尽力为您提供尊贵、私密的业务办理空

间，让您尽拥办理金融业务的便利。

•尊享萧山机场贵宾通道

我们知您所需，用心为您提供，萧山机场贵宾通道，伴您梦

想起航，只需出示金卡及白金卡前往萧山机场，可享受贵宾通道

登机服务。

使用指南：

若您需要，乘坐国内航班请您提前 3 小时预约；乘坐国际航

班请您提前 24 小时预约，预约电话：0571-86665666。预约时请



您告知您的卡种（农信贵宾卡）、航班号、乘机人等多项信息。

若您乘坐国内航班，请您前往 T2航站楼 2号，向贵宾厅人员

出示您本人有效金卡或白金卡及身份证件，通过刷卡后即可享用。

若您乘坐国际航班，请您先行办理登机手续，通过三关后出示您

本人有效金卡或白金卡及身份证件，通过刷卡后即可享用。

您进入浙江农信-丰收卡贵宾室休息厅后，我们将为您提供以

下服务：

享受茶水、饮料、点心 登机时间到时提醒

享受网上冲浪、电视节目 专用安检通道

阅览实时新闻资讯及各类杂志期刊 专人引导优先登机

代办登机手续和行李托运

温馨提醒：

本服务在您开卡后次月开始享受，每年权益使用次数上限 12

次,且每月仅可使用 1 次。贵宾厅位于高速出口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转口有路牌指引），沿途根据“贵宾厅”指示牌行走，进入“贵

宾厅”闸口。国际航班贵宾厅在入口处“港澳台、国际航班区”

二楼，国内航班贵宾厅为“2 号贵宾厅”。内设小型停车位，收费

参考如下：40 分钟内免收，2 小时内 10 元/小时，1 天内 120 元/

天。同行仅限带一人(占全年使用权益次数)，至多可加带一位 2

岁以内婴儿。

智享医疗

我们关注您的健康生活，贴心为您提供浙大邵逸夫医院贵宾



服务。您可在邵逸夫医院享受全方位、多样化的贵宾健康医疗服

务，我们精心考虑、细心周到，为您免去就医的一切后顾之忧，

照顾好您的身体，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使用指南：

如您需要，请您提前进行门诊或体检预约，预约电话：

0571-86006016、86006667、86006031，也可通过“浙大邵逸夫医

院”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预约，电话预约时请您说明“是浙江农

信的丰收卡贵宾客户，需使用浙江农信贵宾候诊室”，同时提供姓

名、病历号、预约需求等信息。

请您于预约时间到达邵逸夫医院三号楼 8 楼，并在前台出示

您的金卡或白金卡进行刷卡验证。

您进入农信贵宾候诊室后，可享受免费茶水、报刊杂志等。

同时享受专家门诊费用优惠，原价 150 元/人，凭卡 50 元/人。

温馨提示：

本服务在您开卡后次月开始享受。贵宾候诊室的开放时间为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00。如

需取消预约请您提前 1个工作日致电邵逸夫医院预约电话。

智享礼遇

生日礼遇

您办理我行白金卡后，本年度资产达标者，可于次年生日当月，获赠

个性化生日礼品一份。



免费洗车

您持白金卡在指定洗车店通过刷卡验证后每月可享受 2 次免费洗车，

您持金卡在指定洗车店通过刷卡验证后每月可享受 1次免费洗车。

地区 洗车店 地址

越城区

绍兴高新区婷婷汽车配件商行 陶堰镇 104 国道旁（东方汽车城对面）

丰成汽车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碧波潭村 99 号

越城区尚酷汽车用品店 越城区蕺山街道昌安农贸市场 20、21、22 号

极速汽车 越城区北海桥直街 1676-1677 号（近摩尔城）

口袋汽车（极速汽车分店） 越城区东池路 8 号江南世家白马新村公交站附近

俊驰汽车（玖号汽车装潢店） 越城区中兴南路与镜湖路交界处瑞丰银行旁

柯桥区

黎君洗车行 平水镇紫峻云庭紫峻阁 1 幢 09 室

爱酷汽车生活馆 柯桥区安昌中心幼儿园对面

珺睿汽车服务 柯桥区钱清镇联合国贸中心 2 幢 0106 室-1

星奥汽修 湖塘街道清远工业园区东大门口

宋华健汽车装潢店 杨汛桥镇紫薇路 311 号（紫薇广场斜对面）

兰亭车行
柯桥区兰亭街道秀竹园 5 幢 105

（兰亭中心幼儿园对面）

顺丰轿修 柯桥区兰亭镇贤家庄(万里加油站斜对面)

德瑞汽修店 福全别墅路 1 号

新世纪汽车 柯桥区华舍商城北区（瑞丰银行旁）

柯岩尚酷汽车用品店 柯岩街道谢秋公路以东新未庄（柯岩风景区门口对



面）

车友坊 柯桥区夏履镇车友坊

佳晟汽车美容服务部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越隆大厦 1 幢 0112-1、

0112、0113 室

车之翼汽车生活馆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新街 25-3 号

免费观影

您持白金卡在指定影院通过刷卡验证后每月可免费获赠 2 张电影票，

您持金卡在指定影院通过刷卡验证后每季度可免费获赠 2 张电影票。

地区 影院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越城区

卢米埃影城 越城区银泰城 4 楼 89111462-801

袍江世纪影城 世纪街益泉百货东侧 4 楼 85086606

万达影城世茂广场店 越城区世茂广场 3-4 楼 81507575

柯桥区

蓝天国际影院 柯桥区蓝天商业街 81188222

万达影城万达广场店 柯桥区万达广场 3 楼 89976666

免费牛奶面包卡/免费洗车

牛奶面包卡和洗衣卡两项增值服务，您可根据自身需求任意选择其中

一项享受。

您持白金卡到指定商户通过刷卡验证后，每年可免费获赠价值 200 元

的牛奶面包卡一张或价值 300 元的洗衣卡一张；



您持金卡到指定商户通过刷卡验证后，每年可免费获赠价值 100 元的

牛奶面包卡一张或价值 200 元的洗衣卡一张。

新天烘焙兑换门店

地区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柯桥区

新天烘焙笛扬店 柯桥区笛扬路 812 号 84139877

新天烘焙柯笛店 柯桥区鉴湖路 286 号 81185677

越城区

新天烘焙欧尚店 欧尚超市正门口 85142877

越城区新天烘焙锦绣店 延安路 236 号(二院对面) 88265277

新天烘焙元培店 越城区胜利西路 849 号 85155177

新天烘焙昌安店 越城区中兴北路 82262977

新天烘焙南都店 越城区解放南路 1391 号 85114177

新天烘焙鹤池店 越城区池鹤池苑 84 幢 7 号 88610977

资溪面包兑换门店

地区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方式

柯桥区

钱清店 钱清镇镇前路永通国贸广场 85565716

夏履店 夏履镇夏福路瑞丰银行对面 85510081

平水店 平水镇农贸市场斜对面 88265657



福全店 福全镇中国银行旁 88267792

马鞍店 马鞍镇车站北路医院斜对面， 88267731

万达店 柯桥钱陶路万达广场西入口， 85565707

笛扬店 柯桥笛扬路蓝天市心广场 85565708

越城区

孙端店 孙端镇见龙路华联医药对面 88267736

东街店 东街妇保医院与东街市场之间 88267707

梦享城 绍兴二环北路梦享城入口处 88267793

福奈特洗衣卡兑换门店

地区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柯桥区

福奈特鉴湖店 柯桥区鉴湖路 152 号

福奈特笛扬店 柯桥区笛扬路 1567 号

越城区

福奈特中心店 越城区中心南路 8 号

福奈特世贸店 越城区百盛友谊西门



象王洗衣卡兑换门店

地区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柯桥区 柯桥店 柯桥人和路 56 号

越城区
百合花园店 绍兴解放大道 112 号

绍兴迪荡店 金昌国际 3 号楼一楼大厅

财有道 智者赢

贵宾热线：0575-84098888、18057581818

网 址： www.borf.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