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部 济南市历下区黑西路139号 0531-66677775

和平支行 济南市和平路55号 0531-86591928
花园支行 济南市花园路170号 0531-85593983
市中支行 济南市纬二路84号 0531-86168933
市南支行 济南市经十一路40号 0531-82092251
泉城支行 济南市泉城路366号 0531-86111522
舜耕支行 济南市济大路15号 0531-82622057

山大路支行 济南市山大路242-2号 0531-88582360
槐荫支行 济南市经十路454号 0531-81305733
淄博分行 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45甲3号 0533-3159906

淄博分行临淄支行 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763号 0533-7195528
市北支行 济南市济泺路92号 0531-81608555

开发区支行 济南市新宇路28号 0531-66779089
经十路支行 济南市经十路38号 0531-81699169
解放路支行 济南市解放路105-1号 0531-67988987
临沂分行 临沂市银雀山路43号 0539-8966788

临沂分行蓝山支行
临沂市兰山区育才路临沂
珠宝玉器批发市场B区36号

0539-8966800

潍坊分行 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288号 0536-8100821
济宁分行 济宁市高新开发区洸河路16号 0537-2070686
东营分行 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67 号 0546-8075000
聊城分行 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60号 0635-5100811

银监会重拳打击行业“乱象”

浪漫唯美的情人节又将如期
而至，打算为爱人准备什么样的
节日礼物？是象征浪漫的玫瑰
花、还是寓意甜蜜的巧克力……
想必每年的情人节都让众多有情
人们绞尽脑汁，而与其“花钱”
买礼物，不如“赚钱”秀创意，
浦发银行为向青年人群提供一种
全新的过节理念，于2月14日起
特推出“同享盈之爱你99情人
节专属理财计划”，为2012年
的情人节提供了独具创意的新
鲜过法，用理财产品纪念彼此的
情人节。

据浦发银行国际金融理财师
沈晓介绍，此款以“爱你99(爱
你久久)”为主题的情人节专属
理财产品特别设计成99天的投资
期限，寓意爱情的长长久久，产
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 . 20%，

为“我爱你”的谐音，充分契合
了情人节浪漫唯美的主题。产品
投资方向主要是国内市场具有良
好收益性与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存款、回购、国债、央行票
据、金融债、高信用等级的信用
债等，投资标的较为稳健，产
品以价值投资为基础，综合对
市场长期走势及短期利率波动
的判断，积极主动地寻找具有
高度安全性和较高收益的中、
短资产构建稳健的投资组合，
以期在保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
提下，获取有竞争力的收益，属
于风险较低的稳健型理财产品。
该款产品将于2月14日情人节当
天开始正式启动销售，投资者可
在浦发银行任一网点或通过网上
银行进行认购，2012年的情人
节，以爱之名，用理财产品对TA

表达“我爱你天长
地久”的心意，更能
为爱情“赚”取一份
特有创意。

近年来，主题

类理财产品已越来越多的走进人
们的视线，教师、医生等职业人
群专属理财产品在为特定群体回
馈关爱的同时，更令其收获了投
资的乐趣；春节、国庆等节假日
理财产品在为投资者高效利用闲
置资金提供指导的同时，更向其
传播着全面理财的理念。而如
今，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情人节
文化中，更多的青年人群已逐渐
适应了西方化的、被鲜花礼品包
围着的消费观和节日氛围，而忽
略了更具意义的低碳环保、量入
为出等理念。本次浦发银行情人
节专属理财产品的酝酿推出，可
以说，既是从一个创新的视角激
发了青年人可以尝试去改变节假
日的消费观，也是通过提供一个
纪念节日的创意方式，向其潜移
默化地传播着：理财并不只是投
资，理财就在你身边，理财可以
很活泼，也可以很幸福！

据悉，浦发银行还有多款理
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期限丰富多
彩，详询网点理财经理。

能“赚钱”的情人节礼物
浦发银行“爱你99”情人节专属理财计划为节日平添创意

浦发银行济南分行各营业网点：

什么行业能持续稳定的
赚钱呢？这是吴先生苦苦追
寻的一个问题。吴先生以前
是做机械配件生意的，前两
年这个行业特别火，但从爆
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生意
越来越不好做。平时特别关
注报纸、网络等媒体，希望
能从中找到受外界因素影响
较小的行业，但一直都不甚
理想。

直到有一天，他去朋友
干洗店有点事情，一上午的
时间，看到店里取送衣物的
顾客这么多，跟朋友细细一
交流才知道洗衣业利润竟然
这么高，平均利润空间高达
80%。洗衣服务的单笔交易金
额 低 ， 且 顾 客 愿 意 预 先 付
款，不存在呆账、滞账的情
况 ； 产 业 变 化 性 小 ， 风 险
低，它不像哗众取宠的流行
性商品，或价格昂贵的奢侈
品，只要消费者每天都要穿
衣服，不管市场经济怎样变
动，洗衣店的生意都可以永
远持续下去，一年比一年生

意 好 ， 使 投 资 风 险 大 大 降
低；洗衣业不像其它行业，
必 须 先 备 货 库 ， 储 放 在 仓
库，再销出去，卖不掉就要
丢掉。因此，洗衣业不会积
压资金，更没有存货损失。
这和吴先生以前所从事的行
业有很大的区别。他决定把
投资方向锁定在干洗业。

考察了很多干洗品牌，
他最终选择了加盟国际知名
洗衣连锁、山东干洗业第一
品 牌 — —— 朵 拉 国 际 洗 业 公
司。自开业以来，吴先生用
心 经 营 ， 短 时 间 便 收 回 投
资，利润稳步上升。在朵拉
洗业公司的协助下，成为金
融业、银行业等行业的定点
团体洗衣单位，现在每天衣
物输送线上都是满满的。

吴先生非常庆幸自己当
初选择朵拉国际洗业公司。
他现在积极地向朋友们推荐
朵拉，希望身边的朋友们也
能快速加入赚钱的行列……
咨询电话：0531-86117788

400-8095-777

你想持续稳定地赚钱吗？

八类“乱象”成打击重点

本次专项整治包括八个方
面，涉及存贷挂钩、强制捆绑、
高息揽存、擅自提价等消费者意
见大、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对
于贷款业务，银监会提出七项禁
止性规定，简称“七不准”，包
括不准以贷转存、不准存贷挂
钩、不准以贷收费、不准浮利分
费、不准借贷搭售、不准一浮到
顶、不准转嫁成本。

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银监会牵头做这些工作对
银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好处，有时
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不规范、掺杂
水分的时候，使得整个管理信息
失真，看不清楚整个业务结构的
特点，但是当他越来越规范的时

候，银行整个业务结构就水落石
出，对银行经营者的决断、推进
业务是个帮助。”

一位国有银行的支行管理人
员表示，这两年银行的日子很不
好过，在连续的负利率下，银行
存款根本吸引不了资金，在存贷
比等监管红线下，银行只能是打
擦边球，价高者得。对于新办
法，她说：“银行的日子更不好
过了，但由于整个利率市场环境
未发生根本改变，可能会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

2月底前公示“七不准”

按照《通知》规定，此次专
项整治工作不溯及过往，仅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今后的经营行为进
行规范。各银行会在2月底前在总

部网站和营业场所公示“七不
准”规定，并于3月底前公布服务

收费价目和举报投诉电话。

据悉，价目表中将现行合规

的服务收费项目按政府指导价和

市场调节价两类分别梳理排序，

逐项列示服务名称、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等内容。从4月1日起，一律按公布

的价目执行收费。对于此后再发

生的不合理收费问题，银监会表

示将追究当事人、高管人员甚至

对相关机构叫停业务并进行行政

处罚。

去年7月12日，银监会和银行

协会联合举行发布会称，中国银

行业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

226项免费，占总数的21%；收费项

目850项，占79%。这是官方首度公

布中国银行业服务项目总量。针

对项目繁多的银行收费条目，银

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银监会2012

年监管工作会上强调，要规范金

融产品销售和服务收费行为。
(苏曼丽)

□周爱宝

十二年的时间对一个青年人来
说，苍老了面容，也苍凉了心态。十二
年，对一个城市来说，却让城市变得越
来越年轻。又是龙年，由于偶然机会爱
宝又一次出差到成都，而上一个龙年
是因为参加西部大开发采访团，成都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站。看到古老又
年轻，活力四射的成都，突然觉得，
不是岁月苍老了我们，而是我们苍老
了自己。成都人的幸福指数高，是因
为他们的心态好。他们创造财富，也
懂得享受生活，享受亲情。

2月11日，星期五，下午较早地
完成了出差任务后，跟成都的大学同
学联系，觉得来一趟也不容易，何况
又是十二年没有见面了！正巧同学
说，一帮大学校友聚会，地点是成都

三环路的小四川酒店。汽车把我送到
三环路附近，我决定步行一段，亲身
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行走在接近三
环的街区，非主干道的两旁绿化带很
宽，一个个新建小区，绿荫很多，还
有老人在下棋。没有想到四川发展这
么快！

记得2000年4月，时任四川省长
张中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部
大开发，四川怎么办？转变观念，抓
住机遇！”当时的成都绕城高速在
修，三环已经修好，很宽，两旁的树
刚栽好，感觉二环三环之间，很空
旷，只是偶尔有高楼拔起，但还没有
装修。什么时候会住满人，什么时候
会繁华？爱宝当时脑海飞过一个问
号。没有想到发展速度超乎想像。

终于来到了三环路，路两边数十
米宽的绿化带中间有石径，有健身的
人在跑步。其实聚会的小酒馆在三环
以外，但仍然繁华如老区。成都真是
长大长高了！这是一间不起眼的饭
店，可不少房间里面传出孩子的嬉戏
声。参加聚会的同学也是带着家属和
孩子来的。同学告诉我，这里的人每

到周末全家亲朋好友相约一起出来吃
饭，摆龙门阵。当晚的聚会有意思，
校友有成都的，有从汶川地震地区
过来的，还有一位佛教信徒，比爱
宝低一年级，修行了十二年仍然说
自己懂得不多。在爱宝看来，这些
聚会少了一些功利，多了一些友情
亲情，对紧张而又功利的社会起到
了很好的缓冲作用。休息两天后，他
们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生活中
去。这就是成都人幸福指数高的秘密
吧。

工作时间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生
活时间能放松地投入真情，享受亲
情。辛勤地创造物质财富，努力丰富
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样生活才会有滋
有味。这是本次天府之国之行带给爱
宝的启迪。

创造财富 品味生活

日前，银监会对外发布《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银行业系统不规范经营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

时要求4月1日起各银行对于服务收费项目明码标价。
以贷转存

银行获取高利润

新规：不准以贷转存。银

行信贷业务要坚持实贷实付

和受托支付原则，将贷款资金

足额直接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

对手，不得强制设定条款或协

商约定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

现状：以贷转存是指银

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从贷款

中扣下一定比例强行作为客

户在银行的存款。

在去年贷款额度稀缺的

情 况 下 ， 这 种 做 法 非 常 普

遍，这进一步加深了贷款企

业的负债，导致贷款的综合

成本在贷款本身利率并不很

高的时候快速上升，而银行

却以此获取了更高的利润。

捆绑搭售

操作层面难界定

新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得在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

式提供融资时强制捆绑、搭售

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

现状：以房贷为例，此

前记者咨询银行是否有利率

优惠，不少银行给出的答复

是“如果在我们银行办理理

财业务或者是有一笔存款，

会比较好申请下来。”办理

其他业务成为不少银行给贷

款者利率优惠的条件之一。

但是银行人士也向记者反

映，银行业务繁多，面对同一

个客户往往 是 需 要 交 叉 销

售，捆绑销售在实际操作层

面可能并不太好界定。

乱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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