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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催高银行理财收益

据普益财富数据显示，
6月的第一周，各投资标的
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较上周均有所上升。从品
种分类上看，人民币债券和
货币市场类理财产品发行
数为193款，较上期报告减
少13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 . 27%，较上期报告上升12
个基点；外币债券和货币市
场类理财产品10款，较上期
报告增加7款，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1 . 45%，较上期报告
上升22个基点；结构性理财
产品发行15款，较上期报告
减少2款，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6 . 34%，较上期报告上升
10个基点；其他类理财产品
发行210款，较上期报告增
加5款，市场占比小幅上升
至48 . 95%。

金融界理财产品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6月的第二
周，1个月以内短期产品预
期收益略有下降，而3个月
以上各期限产品的预期收
益都有所上升，理财产品预
期收益率整体仍出现上升
的趋势。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6
月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率之所以呈持续攀升之势，

主要是市场资金面紧缺所
致。

端午前夕，Shibor(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各品
种利率水平飙升创下历史
新高。其中，隔夜拆放利率
一度升至9 . 5810%，这表明
我国银行体系资金面明显
偏紧。

面对市场闹“钱荒”，央
行上周四暂停了公开市场
操作，以维持货币环境的稳
定。其实自5月下旬以来，央
行就加大了市场资金的投
放力度，至上周央行净投放
资金高达1600亿元，创出近
期资金投放纪录。由于上周
到期资金为920亿元，这相
当于央行向市场净投放资
金近2520亿元。

外汇占款的减少也使
流动性更加趋于紧张。据上
周五央行更新的金融机构

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显示，5
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
额为274299 . 51亿元，仅比
上月增加668 . 62亿元，而4
月新增外汇占款规模还高
达2946 . 54亿元。据测算，5
月市场流动性净流失高达
3963 . 88亿元，明显高于4月
2280亿元的规模。

市场人士认为，资金面
紧缺的情况很难在短期内
得到缓解，商业银行又面
临季末、年中考核时点，为
缓解资金的紧张，商业银
行可能为冲刺考核时点急
于揽储而大幅提高理财产
品的预期收益率。但是考
虑到考核时点一过，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可能会有
所回落，因此投资者目前
不妨配置一些中长期高收
益率的理财产品，以提前锁
定高收益。 （和讯）

由于近期市场资金面吃紧，令银行理财产品
的预期收益率也持续攀升。与5月理财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持续走低不同的是，6月的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有所上扬。

截至一季度末，中国光
大银行小微贷款余额新增超
过170亿元，小微客户数量达
到近60万户，小微贷款规模
突破1200亿元……闪亮的数
字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促
进了一项原本并不热门业务
的快速发展？该行总结的“六
道令牌”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鉴于小微企业大
多分布在各种专业市场或者
某一产业、产品上下游的特性，
光大银行以“阳光助业贷”为品
牌，建立贯通产业链上下游、适
合商圈发展需求的融资模式，
推动光大小微金融模式由单

一客户向群
体客户、粗放
经营向专业
化经营、单一
合作向为客

户创造价值转变，走小微金融
模式化项目经营的路线。

其次，针对小微企业主多
样化的现金管理需求，光大银
行开发出专门服务小微企业
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阳光
企业家”，涵盖了MISPOS、个人
网银、B2B管理平台、MIS数据
服务平台、阳光助业卡、支付易
等六类现金管理工具和服务，
为小微客户提供集贷款、结算、
理财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

第三，光大银行还致力
于加强小微电子化建设，向
信贷工厂转变。借助于网上融
资通，光大银行可通过iPad作业
平台，把小微贷款的部分审批流
程、理财流程及其识别流程纳
入其中，方便小微企业随时了
解自身财务状况。同时，通过掌
上营业厅、线上融资等网上渠

道，使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在渠道建设方面，光大银

行下沉组织结构，提高小微业
务办理效率。该行便民金融服
务网点助力小微客户轻松办
理缴费、还款、充值、付款等日
常金融业务。通过小微专业支
行的建设，该行加大对小微客
户的专属服务，提高业务办理
效率，提升客户体验。

此外，基于小微企业主
“高端客户”的定位，光大银
行全力打造以小微企业主人
群为核心客户的综合性高端
金融服务平台，着力建设“金
阳光俱乐部”，为小微企业主
提供家庭财富管理、企业经
营与发展、证券投资、海外投
资、另类投资等五大投融资
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小微企
业主”的财富及生活品质。

为大力推动小微金融行
业的发展，2012年，光大银行
联合博鳌亚洲论坛等机构，发
起了小微企业融资发展及金
融实践调查研究，2013博鳌亚
洲论坛上，该项目阶段性成果

《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
国现状及亚洲实践》的发布，
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

据悉，小微金融业务在
光大银行已被提升到战略的
高度。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
发展小微金融业务，不仅顺
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国
家政策的积极贯彻和响应，
更是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是在业务结构上面向未来的
战略性布局。

光大银行“六道令牌”创新小微金融业务

针对“三夏”生产资金需
求较为集中的实际，山东商
河农信联社立足“早”字，通
过改进服务，强化措施，确保
了今年“三夏”生产资金的及
时足额到位。自进入二季度
以来，商河农信联社累计发
放“三夏”支农贷款近3亿元，
支持农民和涉农部门购进良
种30余万公斤，农药3000余
吨、化肥10万余吨，收割机、播
种机等农机具5000余台(部)。

一是资金需求早调查。
全县信用社成立了由客户经
理和信贷人员组成的23支信
贷支农小分队，提前深入村
户和农资、农机等涉农部门
和企业对三夏生产资金需求
情况进行了解调查，对有信
贷需求的农户和涉农企业提
供上门服务，做到随用随贷，
确保不误农时。

二是支农资金早筹备。
为确保“三夏”农业生产资金

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全县
信用社通过大力组织存款、
广泛清收不良贷款、合理压
缩无效资金占用等多种有效
措施，千方百计筹措“三夏”
支农资金，为“三夏”农业生
产提供了足够的信贷资金保
障。

三是贷款发放早到位。
为不误农时，全县营业网点
设立了贷款专柜，对提前预
约或集中办贷的村户，信贷

人员采取现场办公形式，上
门办理贷款手续，在办贷程
序上力求“手续最简、速度最
快”。同时，各营业网点采取
延长工作时间、适度增加日
均现金库存等措施，为农户
和涉农企业提供“零距离”信
贷服务，对信用度好、资信度
高的农户和企业适当增加贷
款授信额，为今年“三夏”生
产提供了资金保障。

(贾存华)

商河联社立足“早”字 支持“三夏”生产

6月14日，中信银行济南
分行在滨州成功举办现金管
理体验会。中信银行总行、省
金融工作办公室、省内五十
余家中信银行重点客户及主
流媒体参会并进行了现场体
验。会上，中信现金管理专业
团队进行了产品推介，参会重
点客户踊跃参与体验，中信济
南分行还与多家重点客户进
行了合作签约和交流互动。

现金管理是商业银行基
于客户资金管理需求而推出

的一项网络化、电子化综合
金融服务模式。作为国内最
早推出现金管理服务的商业
银行之一，中信银行通过不
断的产品创新，有效整合各
方资源，全力为客户提供专
业现金管理解决方案。在细
分市场和客户的基础上，中
信银行构建了多层次的产品
服务体系，包括面向大型集
团企业的多银行资金管理和
银企直联服务模式、面向中
型集团客户的现金管理云服

务模式以及面向小型客户的
低成本公司网银、现金管理
服务模式等，能够满足客户
从标准化产品到个性化定制
的不同需求。中信银行济南分
行依托中信集团及总行综合
金融平台优势，在2012年成功
搭建了全国首个分行级“现金
管理云服务平台”。目前，中信
济南分行已先后牵头为百余
家企事业单位搭建了现金管
理平台，赢得了市场和业界
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此次，中信银行济南分
行举办的客户体验活动，为
众多客户提供了深入了解中
信现金管理服务和企业资金
管理前沿的良好平台，让更
多的客户亲身体验到中信现
金管理服务能够为其带来的
便捷和帮助，深化了双方对
于中信现金管理的认同，在
提升企业的资金管理水平和
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为银企
合作打开了新的合作通道。

(卢银轩)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举办现金管理体验会

电话车险直销模式以其
价格低廉、投保便捷等诸多
优点深受广大车主喜爱，如
今已经风靡泉城。

“保监会规定，商业车险
费率最多可以打到七折，但
电话车险渠道可以在七折的
基础上再优惠15%。之所以
电话车险比传统车险便宜，
是因为不经过代理机构直接
面向车主销售，这样节省的
中间成本就可以让利车主。”
平安电话车险相关负责人表
示，车主可通过拨打平安电
话车险的全国统一投保热线
4008-000-000，与平安电销
坐席人员进行咨询、报价，之
后平安电销会派专门的服务
人员送单上门完成投保，免
去车主亲自去保险公司营业
大厅办理的麻烦。”

有市场人士认为，电话
车险较之传统渠道，区别只
是在于销售方式上，而后期

的理赔和服务与传统车险并
无本质区别。完整的电话车
险模式是地空结合的，即以
电话销售这种远程交易模式
完成咨询、报价、保单确认等
前端销售行为；而后端的缴
款、送单，服务和理赔依托各
大保险公司在各地的分公司
实现。电话车险采用直销模
式，缩短了营销链条，把中介
减少的成本直接让利给车主。

据悉，平安产险是首家获
得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经营
电话车险销售业务的保险公
司。为了更好地满足车主投
保电话车险的实际需求，平安
电销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服务。
2013年平安“快易免”服务再
次升级，快——— 先赔付，再修
车！万元以下，报案到赔款，3
天到账；易——— 人伤案件安心
理赔服务，上门代收理赔资
料；免——— 7ⅹ24小时免费道
路救援。(财金记者 王小平)

平安直销车险劲刮“超值风暴”

5月31日，接到信用社电
话前来领奖的刘先生感到非
常的意外和惊喜，在领取到
一等奖的养生壶后，高兴的
更是合不拢嘴，“没想到刷卡
消费还真能中奖哩，而且信
用社还真负责，几经波折才
联系到我，以后还要继续用
咱信用社的银行卡！”据悉，
前四个月，平阴联社紧密结
合省联社推出的“乐刷农信
卡、好礼伴您行”活动，早动
员，早部署，加大电子银行业
务宣传和营销力度，鼓励客

户刷卡消费，手机银行、个人
网银、企业网银分别达到
4518户、7026户、411户，电子
银行业务账务性交易33 . 37
万笔，实现交易金额17亿元，
银行卡使用率创历史新高。
兑奖活动开始后，该联社还
积极联系当地电视台，在该
县两套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
循环播放“乐刷农信卡、好礼
伴您行”刷卡有奖活动兑奖
公告，温馨提示广大客户前
来领奖。

(熊长治 杨彬)

平阴联社为千余客户
兑领刷卡“大礼”

资本市场振荡起伏，闲
置资金如何投资理财？工行
近期推出多款本金保证型理
财产品，零风险、高收益满足
您的稳健投资需求，额度有

限，欲购从速。工行金融理财
师们期待着为您服务，详询
工行各网点。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
风险、投资须谨慎)

工行保本理财产品收益全面提升
期限 认购起点（万元）预期收益 发行时间 销售渠道

88天 5 4 . 00% 6 . 18-6 . 20 电子银行/柜面

34天 5 4 . 30% 6 . 18-6 . 20 电子银行/柜面

34天 5 5 . 00% 6 . 18-6 . 20 电子银行/柜面

90天 5 4 . 00% 6 . 21-6 . 24 电子银行/柜面

山东保监局公布车险理赔排名
中华保险、阳光保险名列前茅

日前，山东省保监局在
网站上向社会公布了2013
年1季度山东省各财产保险
公司私家车保险理赔时效测
评数据。其中，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以6 . 8 3天的成绩位居
交强险“ 5 0 0 0元及以下周
期”理赔最快公司，阳光财产
保险以3 . 2 2天的成绩位居
商业险“ 5 0 0 0元及以下周
期”理赔最快公司。

本次公布的数据以私家
车保险理赔时效为监测内
容，以山东省主要的财险公
司为评测单位，分成交强险
和商业险两项内容，共六项
指标对每家财险公司进行测
评。在公布的数据中，中华保
险、阳光保险、人保财险和国

寿财险等几家公司综合成绩
位列前茅。

私家车在产险公司的承
保业务中占比较高，也是社
会公众对保险服务最关注、
感受最 直 接 的 一 个 方 面 。
2011年，山东省保监局就建
立了各产险公司“私家车交
强险理赔服务效率指标社会
公示”制度，按季度向社会公
示。

业内人士表示，理赔指
标公示有利于消费者多角度
了解保险公司，理性选择服
务好的公司投保，也可以通
过监督公示，促进保险公司
加强理赔服务建设，切实保
护被保险人利益。

(财金记者 程立龙)

近日，由建设银行山东省
分行、大众网、济南新华通摄
影论坛联合举办的“建行龙卡
杯”2013齐鲁车展车模摄影大
赛评选结果揭晓。陆晓林的摄
影作品《未来之路》喜获一等
奖，《微笑女神》、《震撼登场》两
组作品获大赛二等奖，《大家
都来拍》、《华美》、《幻》三组作
品获大赛三等奖，《风神》、《靓
影》、《东方风情》等三十组作品
获大赛优秀奖。

本次摄影大赛作品评选
保证了公平、公正、公开，摄
影大赛组委会邀请了省市多
名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参与
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
名，奖励西藏摄影采风游；二
等奖2名，奖励浙江丽水油菜

花摄影采风游；三等奖3名，奖
励江苏泰州兴化水上油菜花
摄影采风游。优秀奖30名，奖
励“好客山东旅游”套票。详细
获奖名单请登录大众网查询，
或者电话咨询济南新华通摄
影器材有限公司。广大读者欣
赏获奖作品可以登录：http：//
sub.dzwww.com/jerry/upform/
jianhang/photo_list.asp.

请获奖作者于即日起持
本人身份证到济南新华通摄
影器材有限公司办理领奖手
续，领奖时间：2013年6月1
日—6月30日。

领奖地址：济南市经二纬
三路19号，济南新华通摄影器
材有限公司。电话：0 5 3 1 -
86057070，13515412927。

“龙卡杯”车模摄影大赛评选揭晓

格财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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