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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泰泰安安市市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信信贷贷产产品品介介绍绍

“百业兴”系列信贷业务之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贷款

产品简介
农村信用社向服务辖区内

依法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发
放的用于流动资金需求的人民
币贷款。

贷款对象
在本地居住或有固定的生

产经营场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还
能力的城乡个体工商户。

贷款条件
(一 )年龄在1 8周岁 (含 )以

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
原则上不得超过65年，以保值性
较高的抵/质押物提供担保的，
借款人年龄可适当放宽；

(二)在信用社辖区工商管
理部门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并年
检，从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
产经营活动；

(三)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
所和居住地，有合法、稳定的经
济收入，具备履约还款能力；

(四)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

(五)能够提供农村信用社

认可的担保；
(六)在农村信用社开立账

户，自愿接受信贷监督和结算监
督；

(七)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
未婚子女等)在农村信用社未办
理贷款证，无贷款；

(八)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
原则上，新增保证贷款额度

不得超过30万元，超过30万元的
需提供抵质押物；不足值抵押贷
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采用足值抵押担保方式的，通用
设备等保值性较差的财产抵押
的抵押率最高不得超过30%，房
地产抵押的抵押率最高不超过
70%，新增贷款业务不得办理专
用设备单一抵押。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根据借款人生产
经营周期、综合还款能力等因素
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最长不超
过5年。

贷款利率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幅度规定
以及农村信用社有关利率定价
管理制度要求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
借款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

农村信用社规定的相关资料。
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的，可

以采用定期结息、一次性还本的
方式；期限在1年以上的，应采用
分期还款 (至少每半年一次还
本)、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的还
款方式。采用等额本金或等额本
息还款的，可以给予利率优惠。

信信用用卡卡66000000积积分分才才换换个个钥钥匙匙圈圈
积分换礼品，看上去挺美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赵兴超) 国庆期间刷卡
消费了好几千，市民李先生想
着到积分商城换点礼品，没想
到6000积分只能换一个钥匙
圈。日益缩水的信用卡积分兑
换，让不少市民感慨这不是

“闹着玩”吗？
14日，市民李先生到银行

把国庆期间出游刷信用卡的
欠款，全部一次性还清了。不
算不知道，只是到青岛玩了3

天，一家三口竟然在吃饭、住
宿、游玩上刷卡消费了6000多
元。虽然玩着高兴了，但还钱
时还是有点心疼。刚好看到银
行信用卡积分在搞活动，李先

生就想着是不是也能兑换点
礼品，弥补一下“受伤”的心。
登陆网上银行后，李先生进入
积分兑换商城，从头看到尾发
现，他6000多元的刷卡积分，
竟然只能兑换一个价值不超
过20元的钥匙圈，气得他一下
关了网页。

“积分兑换商城里的礼品
看着特别诱人，可实际上太难
拿到了。”经常刷卡购物的市
民邹女士，每月信用卡消费都
在2000元以上。一次，她看到
信用卡积分商城有一个拉杆
箱不错，兑换积分要求8万分，

“按照一元一分的积分原则，
我得刷40个月也就是三年多

才能换到，这得到什么年月。”
目前，多数银行日常积分

兑换原则是一分一元，有时做
活动可以增加几倍的积分，个
别银行积分兑换比例较高，为
几元至几十元才能换一积分。
在各银行信用卡积分兑换商
城，但凡看上去有些显眼的礼
品，兑换积分都要求在几十万
分以上，也就是说消费得达到
几十万元，对普通市民来说根
本是不可能的。如某国有商业
银行积分商城规定，300万分
可以兑换一台价值7000元的
数码摄像机，200万分可兑换
一部新型手机。在一家银行的
积分商城，一块市场价值30元

左右的电子卡通手表，也要求
积分10万元才能兑换。

除了积分兑换比例悬殊，
各银行对积分还有一定限制，
如邮储银行对包括机动车供
应及配件等批发商、分期业
务、房产、医院、学校等等在内
的多种刷卡不计入积分。有些
银行还设定积分有效期，如交
通银行积分有效期为24个月，
积分逐月过期。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市民
对于信用卡积分不要仅看到
表面现象，很多时候积分都是
银行、商家的促销手段。在消
费前，一定不要只为了积分而
盲目刷卡消费。

泰安市商业银行

积分赚好礼”活动
从2013年10月15日到2014年1月15

日，活动期间凡持泰安市商业银行岱宗
系列卡每月刷卡消费达到3笔且每笔满
369积分，即可在次月20号后登录泰山乐
积分商城以1积分换购价值60元的积分
礼品(礼品免费配送)。在泰山乐积分商
户使用泰安市商业银行岱宗系列卡刷卡
消费双倍积分。积分商城新注册用户送
1000个泰山乐积分。

另外开展网购返积分活动，从2013

年10月11日到2013年11月11日，凡持泰安
市商业银行岱宗系列卡在支付宝消费，
单笔每满100元返4000个泰山乐积分(单
笔最高赠送8000积分)，活动期间每人最
高赠送8万积分。返赠积分将在活动结束
后1个月内一次性计入泰山乐积分账户。

中国银行信用卡升级
为给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跨境支付

服务，自2013年10月1日起，中国银行所
有白金卡、无限卡、长城美国运通卡免收
货币兑换手续费。长城环球通信用卡(金
卡、银卡)、全币种国际芯片卡(无限卡、
白金卡、金卡)继续享受原有货币兑换手
续费减免优惠。升级后免收货币兑换手
续费的产品包括：长城美国运通卡、长城
环球通无限信用卡、全币种国际芯片卡
无限卡、全币种国际芯片卡白金卡、中银
威士白金信用卡至尊版、中银威士白金
信用卡精英版、中银万事达白金信用卡
至尊版、中银万事达白金信用卡精英版、
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长城万事达商
会白金信用卡、中银威士安利白金信用
卡精英版、全币种国际芯片卡金卡、长城
环球通信用卡金卡、长城环球通信用卡
银卡。

同时，为有效防止境外盗刷，降低伪
冒与欺诈风险，确保支付安全，已推出符
合国际芯片标准(EMV)的全币种国际芯
片卡。该卡具备免收货币兑换手续费，全
球交易人民币还款等多项跨境支付特色
服务与优惠。

工商银行调整

电子密码器支付限额
为进一步提高电子银行服务水平，

提升客户安全体验，工商银行推出适用
于电脑和手机的通用U盾产品。通用U

盾涵盖原U盾的功能，可与电脑连接用
于网上银行身份认证，也可与手机连接
用于手机银行身份认证。个人网上银行
及手机银行通用U盾客户的人民币对外
支付交易限额分别为单笔100万元、日累
计100万元。通用U盾可用于iPhone手机
银行。

同时，自2013年10月1日起将个人网
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电子密码器客户的人
民币单笔对外支付限额调整为20万元。
将同步对《个人网上银行交易规则》、《手
机银行交易规则》进行修改，原交易规则
即行失效。

银监会

存贷比仍被纳入监管
11日，银监会在官网上披露，银监会

起草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流动性
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在外
界最受关注的存贷比“存废”之争上，银
监会表态称，存贷比是《商业银行法》中
的法定监管指标，《流动性办法》仍将存
贷比纳入，作为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之
一，并与《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表述保
持一致。同时，银监会也称将不断完善存
贷比监管考核办法，并积极推动立法机
关修订《商业银行法》。

银监会表示，将不断完善存贷比监
管考核办法。业界对于存贷比改进的建议
有三条，一是在监管指标的计算方式上，
将银行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分母的计算
范畴；二是进行弹性掌握，比如允许在75%

的上下3至5个百分点浮动；三是允许在年
中突破75%限制，年内给予压回即可。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整理

银行资讯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赵兴超) 对于不少新婚
夫妇来说，学着规划将来的理
财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课
程。大多数普通家庭因理财起
点低，不知道该怎么理财。理
财专家建议，普通家庭理财并
非只能攒足大额资金才能做，
从基金定投等小额理财做起，
才能建起理财的“金字塔”。

“我刚结婚，手头没多少
钱，俩人一年结余最多5万元，
是不是不好理财啊。”13日，家
在宁阳县城的市民朱先生拨
打本报生活理财热线，咨询新

婚家庭理财的问题。朱先生
说，他看银行理财产品认购门
槛少说也要5万元，稍微高一
点收益的得10万元以上，就打
算和妻子省吃省和节俭一两
年，先攒足10万元再投资买理
财产品。朱先生在一家事业单
位上班，妻子在一家公司做办
公室工作，俩人一年工资加起
来七八万元，去掉必须的开
支，计划一年留5万元。“攒一
两年就够理财的门槛了，到时
候再开始理财吧。”朱先生说。

像朱先生这样的情况不
在少数，部分新婚家庭也是如

此考虑的，可从科学理财的观
念来看，这么做其实是进入了
一种“非大额不理财”的误区。
从小额做起才是正确的方式。
泰城一家国有银行理财经理
牛先生说，新婚家庭做理财规
划，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制储
蓄，定期定额的基金定投，对
于有房贷或车贷的家庭来说
可能有点困难，但出于未来几
年生养孩子的考虑，也是必须
要做到的。每个月可以拿出部
分收入投资基金，分别购买债
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平衡
收益与风险。

虽然银行理财产品的门
槛对新婚家庭来说有点高，但
纯债券基金门槛低，投资方向
与银行理财产品也趋于一致。
封闭式债券基金能够有效降
低日常申购、赎回给基金带来
的流动性冲击，据统计，债券
基 金 平 均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6 . 56%，封闭式债券基金的平
均年化收益为9 . 11%。

另外，理财规划师还建议
朱先生这样的家庭，拿出部分
收入用于学习进修，增加个人
学历、资历，以加强人生理财
规划的后劲。

小小两两口口年年收收入入55万万元元咋咋理理财财
每月做基金定投，不用非得凑足大额

24年前，银行推出的“保值
储蓄”这一特殊定期存款业务
在当时吸引着很多人。与目前
定期存款业务有着明显不同：
期限长，少则15年，多则30年；利
率高，年利率基本突破10%。

24年前长春市市民李女
士，在长春某银行办理了三张
保值储蓄存单，每张为300元。
银行承诺18年到期后，兑付本
息共计3万余元。然而兑付时，
本息却降为3000余元。长春市
市民李女士反复向记者强调，
当初选择期限为18年的保值
储蓄正是看重它的高利率。一
位储户在网上展示了他所持
有的保值储蓄存单，年息高达

12%，远超目前4 . 75%的5年期
定期存款利息。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想要
兑付存单的储户却被银行告
知，存单已失效，利息也大幅
缩水。“说好的利息呢？”一些
储户十分不解，银行也显得有
些无奈，“业务早已叫停”。随
24年保值储蓄兑付期的集中
到来，银行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愈发引人关注。

有业内人士对此予以证
实，保值储蓄是在出现通货膨
胀的情况下开办的一种特殊储
蓄。当物价上涨到一定幅度后，
银行对储户的存款在一定期限
内会做保值补贴的方式，目的

是稳定存款防止挤兑的发生。
对于银行开办人民币保值

存款业务的原因，上述业内人
士解释，这是因为当年我国出
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部分省
市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达到
25%以上，涨幅超过了存款利率
而形成存款负利率，所以国家
推出了利率较高的保值储蓄业
务，以解决在高通胀时期居民
储蓄存款利率倒挂(即负利率)

问题，改变居民通货膨胀预期。
有专家提醒，其实，就广大

储户的实际收益而言，保值储
蓄并不是绝对的高利储蓄，这
是因为前几年是名义利率高但
通货膨胀率也高，在一定程度

上已抵消了保值储蓄的高利。
事实上，在我国，采取保值储蓄
来抵抗通货膨胀只是权宜之
计。不过当时部分银行为吸引
存款，违背监管部门的要求，推
出15年至30年的超长期存款。
虽有监管部门及时叫停，依然
有很多民众办理了这种超长期
存款业务。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
表示，银行高息揽存本就违规
且已被叫停，所以储户无法获
得最初许诺的利息。但他也认
为，银行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过
失的，所以银行应该给储户一
定的补偿，这也是有必要的。

据金融时报

2244年年后后““保保值值储储蓄蓄””兑兑付付惹惹争争议议
属高息揽存早已叫停，“失信”还是“合规”各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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