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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连续五周净回笼资
金，货币政策稳中趋紧，加上
季末和清明节假日效应的双
重叠加，市场资金紧张局面
或再度抬头。对于货币基金
以及短期理财债基而言，其
收益率水平也将受益短期利
率上行而水涨船高。

货基收益水涨船高

从目前的市场表现看，
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基金跑

赢一年定存，高于活期储蓄
的十余倍已渐成常态。Wind
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今
年以来，货币基金区间7日年
化收益率均值为3 . 58%，高
于一年定存利率，其中华夏
现金增利达4 . 027%，名列前
茅。短期理财基金年内七日
年化收益率均值已接近4%，
达3 . 9479%，其中首批超短
期理财品种嘉实理财宝7天B
达4 . 2702%，嘉实货币B为
4 . 0189%，均在同类产品中

位居前列。Wind数据显示，
2010年货币基金规模仅为
1532 . 77亿元；而2011年，这
一数字则变为2948 . 95亿元；
再到2012年，货币基金规模
已高达4957 . 13亿元(剔除短
期理财债基)。

嘉实货币基金经理魏莉
表示：“进入3月末，季末通常
市场对资金需求增加，预期
资金价格会有上行，加上季
末和清明节假日效应的双重
叠加，市场资金紧张局面或
再度抬头。对于货币基金以
及短期理财债基而言，其收
益水平也将受益短期利率上
行而水涨船高。”

货基创新引资金入场

为了在推销自己的货
基，日前有多家基金公司在
交易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华夏基金日前公告表示，公
司旗下“活期通”业务现已升
级，全面支持7×24小时、单
日累计10万元以下快速取
现，资金可瞬间到账，节假日
也支持(基金管理人另有规
定的除外)。据了解，“活期
通”是一个收益远超活期存
款的现金理财账户，存入“活
期通”就是购买华夏现金增
利货币基金，资金取用快速
灵活。值得一提的是，临近第
一季度末，货币基金收益集
体走高正是投资人的布局良
机。富国基金也表示，富国天
时近期也推出了网上直销T
+0快速赎回业务。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从最
近资金市场走势来看，跨季、
跨准备金缴款日、以及跨清明
节的资金价格出现稳步上涨
趋势，这也使货币基金有望

“坐享其成”，从而有利于基金
经理把握更好的投资收益。与
此同时，清明节的到来，让市
场出现4天的理财空档期，对
于不想让资金躺在活期账户

“白白睡大觉”的投资人，选择
货币基金或是较好的选择。

短期理财门槛再降低

据悉，相比普通银行理
财产品动辄5万、10万元的门
槛，短期理财基金的门槛低
了很多，原来投资者最低只
需1000元即可参与投资，现

在这一门槛再次降低。嘉实
货币和嘉实理财宝7天投资
门槛均低至百元，且申赎免
费，而易方达上周一日售磬
的保证金理财货币基金更将
门槛降至1元。

对比货币基金，采用周
期封闭运作的短期理财基金
年化收益率应超过普通货币
市场基金，获得流动性溢价。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随
着T+0提现业务推广，货币型
基金将更好的回归现金管理
工具及资产“中转站”功能的
本质之上，而短期理财债基
则更为偏重绝对收益，对不
希望承担净值波动、同时有
较强流动性需求的低风险投
资者提供了一个更为适宜的
理财工具。 据《信息时报》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持币观望的部分投资者
来说，与其让手里的闲置资金享受仅为0 . 35%的活
期利息，不妨购买货基或短期理财基金此类流动
性较好的现金管理型产品。

长期以来，光大银行始
终坚持不断创新，手机银行
业 务 相 比 上 一 年 实 现 了
200%以上的增长。伴随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移
动电子商务市场的迅速成
长，移动支付正逐步摆脱各
种 束 缚 ，从 梦 想 照 进 现
实——— 光大银行与中国银联
共同推出基于NFC (N e a r
Field Communication)通讯
协议的移动支付业务成功完
成了联调，下一步将正式进
入商用推广，为光大移动支
付业务正式投入运营做好了
充分技术准备。

不必刷银行卡，只需在
收银终端前刷手机，就能进
行支付——— 这是光大银行
相关负责人向客户描绘的
移动金融服务的支付场景。
利用移动支付领域的NFC

近场通信支付技术，将银行
卡加载在内置安全芯片的
智能手机上，实现手机与银
行卡“合二为一”。

几年前，以二维码支付
和手机近场支付为代表的新
型线下支付方式几乎同时开
始投入研发，但当二维码支
付在中国迅速进入商用并逐
步完善成熟之时，更为便捷
的手机近场支付却因受诸多
因素影响还未能实现大规模
推广和商用。如今，光大移动
支付业务投入商用已正式进
入倒计时阶段，说明光大银
行通过凝聚产业链合力，已
成功打通移动支付的“最后
一公里”。

光大电子银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移动支付产业构成
的链条长、行业跨度大，既有
银行等支付服务商、通信运

营商、手机生产商，还有成千
上万的商家，各方之间的合
作必须是一种双赢或多赢的
发展模式。唯有如此，方能形
成1+1>2的合力，实现市场
和产业的完美对接。

作为移动支付产业链的
关键一环，中国银联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银联会进一步
加强与产业链各方的沟通
与合作，共同推动移动支付
产业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
道。基于此认知，早在去年8
月，光大与中国银联在北京
签署移动金融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在移动支付、
安全支付控件、移动商圈、
智能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
移动金融服务。

据悉，光大银行还相继
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等运营商携手合作。
此次光大移动支付业务成
功联调，离不开中国移动的
全力支持和配合。另据透
露，光大与三大运营商合作
推出的光大银行移动支付
业务也将于4月陆续上线。

光大电子银行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想让客户乐于
使用移动支付业务，还需要
有覆盖面广的移动支付近场
受理商户。据透露，光大移动
支付业务合作商户覆盖全国
各地，将涵盖商业零售、公共
交通、加油站、付费电视、餐
饮、影院、医院、学校等不同
领域，让客户实现随时、随
地、随心的支付服务。

坚持创新 光大银行发力移动支付

为加强对优质客户群体
的营销力度，搭建银企合作平
台，着力解决中小微型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在资金、结算等方
面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信用
社与客户“互信互利、合作共
赢”，3月20日，商河联社在县
城区产业园组织召开城区产
业园银企座谈会。联社主任王
银之、城区产业园主任李军以

及来自园区的20家重点企业
的董事长、总经理及担保公司
经理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
人畅所欲言，分别就信贷政
策、资金需求、担保方式等相
关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山东银联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晟启担保公司负责
人分别就贷款担保问题与各

企业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联社主任王银之表示，

将本着“相互依存、互为促
进、共谋发展”的原则，强化
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
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与交
流，根据当地企业服务及资
金需求，不断推出适合企业
发展的业务新品种，切实帮
助企业解决金融业务中遇到

的各类困难和问题，努力实
现银企“双赢”。

座谈会上，联社与企业
现场签订资金需求意向协议
书20份，金额达1 . 2亿元。通
过召开银企座谈会，对于增
进银企了解，加强银企交流
与合作，促进银企业和当地
经济共同发展必将产生积极
效应。 (贾存华)

商河农信联社组织召开银企座谈会

今年以来，历城农信联
社针对辖内农区经济迅猛发
展，农户生产经营方式日趋
多样化的现状，不断创新贷
款产品，完善信贷支农手段，
坚持从农户生产经营特点出
发向农户推介贷款产品，确
保全面满足农户贷款需求，
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信用工程”打造“三农”
贷款普惠区。充分认识“信用
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历城
农信联社对辖内各农户、村、
镇逐一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并核定贷款额度、发放贷款
证，彻底消灭了农户贷款“一
贷难求”的现象。同时，对于
信用等级达到一定水平的农
户、村、镇，给予一定利率优
惠，确保让信用等级高的农
户真正得到实惠。

专业合作社贷款推动农
业产业化进程。针对历城区

近郊游、特色种养殖经济发
展较快，辖内仲宫、唐王等地
多以土地流转形式组建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历城农
信联社本着“宜社则社、宜户
则户”的原则，推出农民专业
合作社贷款产品，有效支持
了辖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全面
发展。

村大联保体贷款解决农
户担保难题。针对单一农户
贷款难以提供有效担保的特
点，历城农信联社推出了“村
大联保体”贷款业务。贷款农
户可以村为单位，由亟需贷款
的农户相互提供担保，向信用
社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保证
金，即可在短时间内获得信贷
资金支持。同时，此贷款产品
还可实行利率优惠，有效降低
了农户融资成本，受到了当地
农户普遍欢迎。 (张莉)

全面满足“三农”贷款需求

历城农信联社支农打出组合拳

近年来，股市整体低迷，
楼市跌宕起伏，国人的投资
理念悄然发生着变化，大规
模的避险需求点燃了低风险
稳健投资的热情，固定收益类
投资火爆，其中，P2P理财模式
以其完善的风控措施，优良稳
定的表现成为稳健型投资者
的新宠。逐渐成为泉城百姓
投资的必然选择之一。

北京众信四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为
大众富裕人群和高净值人群
提供个人抵押贷款信用评估
服务、优质贷款人推荐服务、

协议管理服务、回款管理服
务和财富管理服务的专业投
资咨询服务平台，创新性的
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抵押担保
与世界先进的p2p个人投资
理财模式相结合，联合省金
融办监管指导下的融资性担
保公司，在行业领域内首推
五星资金安全保障，做到了
低风险与高收益的完美契
合。投资者可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及资金流动性需
求，自主选择15天～3年做为
投资期限，实现财富管理及
增值愿望。

众信财富推出固定收益理财
预期平均年化收益14%以上

众信四海投资理财模式一览表(部分)

咨询热线：0531-82621553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四路5号

万达广场A座12B层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名称 投资期限（月） 年化收益率（含管理费） 起投金额（万元）

运通宝 1 8% 10
单季丰 3 9% 10
信通宝 6 11% 10
众通宝 12 14%—17% 10

格财金资讯

4月11日—14日，2013年
第27届齐鲁春季汽车展示交
易会将在济南率先拉开帷
幕，百余个汽车品牌将在此
亮相。为圆众多车迷的购车
梦，本届车展上，建设银行山
东省分行与部分汽车厂商联
合推出了多款车型的购车分
期补贴优惠活动，其中持建
行信用卡分期购东风悦达起
亚、奥迪、丰田旗下的多个车
型，均可享受“0利息，0手续
费”的最大优惠。

据了解，此次参与购车
分期活动的有奥迪旗下的十
几个车型，东风悦达起亚、丰
田旗下也有数个车型参与此
次活动。购车人选择不同的
车型，享受的分期优惠也各
不相同。目前，建行山东省分
行在山东银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山东润华天信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南
金万通、济南明星丰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均有工作

人员，可以随时接受咨询和
为购车者提供资金帮助，各
车型具体优惠措施见附表。

建行山东省分行相关人
士介绍，目前，信用卡购车分
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接
受，如果只是短时间内缺少
资金，选择分期付款要比选
择汽车消费贷款划算得多，
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做其它投
资。理财专家指出，通过分期
付款，提前实现购车愿望，提

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消
费的同时还省下了不少费
用，是一种不错的理财消费
方式。建行已与多个汽车品
牌建立合作关系，购车市民
可根据自身能力选择12期至
36期不等的分期还款，手续
方便，又可以缓解资金压力。

据了解，建行信用卡购车
分期付款业务是指持卡人同
意支付首付款情况下，向建行
申请用其龙卡信用卡，在指定

经销商处购买家用汽车。经核
准后，将审批通过金额平均分
成若干期，由持卡人在约定期
限内按月还款，并支付一定手
续费，无需办理抵押、担保手
续；合作汽车厂商贴补手续
费，远低于同期限汽车贷款利
率，且不占用正常信用额度。
分期金额还可根据每月分期
入账金额计算积分，逐月累
积，还可兑换相应礼品。

(财金记者 薛志涛)

建行助力齐鲁车展 多款车型享分期补贴

附表：建行各款车型分期购车优惠表

厂商名称
期数

品牌 首付比例 活动时间
12期 24期 36期

东风悦达

起亚

0 . 00% 6 . 00% 8 . 00% K5、智跑、狮跑、秀尔 不得低于

净车价的30%
2013 . 1 . 4—2013 . 12 . 31

0 . 00% 8 . 00% 12 . 00% 福瑞迪

一汽马自达 0 . 00% 3 . 00% 7 . 00%
Mazda6、睿翼（含轿跑）、
Mazda8

2013 . 1 . 1—2013 . 12 . 31

吉利汽车
0 . 00% 6 . 00% 10 . 00%

全球鹰、帝豪、英伦汽车
（EC8除外）

2013 . 1 . 1—2013 . 12 . 31

0 . 00% 0 . 00% 10 . 00% 帝豪品牌EC8 2013 . 1 . 1—2013 . 12 . 31

东南汽车 3 . 00% 7 . 00% 11 . 00%
戈蓝、翼神、蓝瑟、君阁、
菱悦

2013 . 1 . 1—2013 . 12 . 31

一汽丰田 0 . 00% 4 . 00% 8 . 00% 皇冠全系
首付比例至少为

净车价的30%

2013年3月1日—4月30日（以

客户递交申请日期为准，且

必须在5月31日前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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