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春天最美的女人
马上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了，和风送暖，万物复苏，爱美女士
也会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梳妆打扮展
现自己的美，但总会有一些缺憾，皮
肤干燥、过敏，大气粉尘污染、内分
泌紊乱等因素导致满脸的小痘痘，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肌肤松
弛无弹性、黄褐斑等衰老现象的出
现，是无法掩盖的，但有了吉斯姣元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这不前几日一哥们给我打电
话，说要请我吃饭，原来她妻子一到
春天皮肤就干燥，过敏，脸上全是红
痘痘，每年都是如此，一到春天就开
始犯愁，服用了好多产品都没有太
大效果，去年9月份我给他推荐吉斯
姣元蛋白，他妻子开始服用，坚持每
天一瓶，一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效果，两

个月以后就觉得皮肤不干燥了，也
有了弹性，后来坚持喝，皱纹居然还
减少了，最主要是到目前还没有出
现皮肤过敏现象，没想到效果居然
这么好，去年买的快喝完了，说要再
买几盒。

吉斯姣元以深海鱼皮提取的
胶原蛋白肽为主料 ,与果胶融合 ,以

“果舒”果醋为载体 ,富含多种维生
素 ,能有效锁住水分子 ,形成大量的
亲水基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 ,使细小
皱纹得到舒展 ,具有养颜驻容、延缓
衰老的特效。而且口感好，吸收快，
补水快，改善快，还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

其实吉斯姣 元远不止这些功
效，东西好不好，试试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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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华：

你从2014年3月13

日旷工至今，公司现

对你做开除处理；限

你自公告日起三日内

来公司交接工作，否

则由此给公司造成损

失，将由你承担。

烟台广晋商贸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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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贷贷零零利利息息是是噱噱头头还还是是优优惠惠
并非无利息，利息由厂商车商补贴给了银行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
娜 ) “最优免抵押，零利息最
优零费率”在车展现场，银行分
期付款购车的信息，吸引着购
车人的目光。在现场，不少市民
咨询银行“零利息”到底是怎么
回事。一些市民担心所谓零利
息只是“噱头”，实际上，这部分
利息是厂家和经销商承担了。

为期4天的烟台春节车展
结束，销售汽车7224辆。大量成
交的车辆开始了交款办车贷的
程序，面对零利息零费率的车
贷宣传，银行为什么可以零利
息零费率就贷款给市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零
利息车贷并非是银行不收利息
了，而是这部分利息是由厂家
和经销商承担然后再补贴给了
银行。作为买车人则不需要支
付这部分费用，这也是最近几
年新型的汽车促销优惠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
有品牌的经济型轿车都可以零
利息，客户只能选择给予优惠
银行指定的特约汽车品牌或特
约经销商销售的车型。但是随
着银行和车商厂商合作的范围
越来越广，基本上每家银行的
合作品牌都在三四十家。包含
的车型很广泛，只要符合条件
的车型就能享受到优惠，但是
并非所有车型都在优惠范畴。

以购买指导价14 . 98万元
的北京汽车为例，首付3成以
上，如果一年内还清，可以享受
零利息零手续费。如果购车者
贷10万元车款，一年内还清10

万元尾款就不用支付利息，如
果2年内还清，需要支付2%的
手续费；3年内还清，需要支付

6%的手续费。而如果没有优惠
的话，一到三年的利率分别是：
4%、8%、12%。

在车展上刘先生签订购车
协议，购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
车，他打算支付10万元的首付，
剩下的使用银行贷款。他咨询
了车行，如果使用分期付款形
式，需要收取两三千元的金融
服务费。不过相比较4%的贷款
利率来讲，这笔费用比偿还利
息要划算。“如果凑一凑全款也
能付清，优惠得钱也多。但是我
觉得那样会影响生活质量，生
活压力会增加，使用银行贷款
的话，能轻松一些。”刘先生说。

“就像全款买房子，总价
会优惠，分期付款优惠就会
少一些。买车其实也一样，如
果分期付款，车商和车行替
客户支付利息，一般是按照
车的全价来计算；如果是一
次付清，车行给的优惠力度
要大一些。”一位车行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所以市民购
车时选择怎样的支付方式，
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紧
跟着烟台春季车展结束，批量
的车贷涌来，银行有“便捷”通
道，零利息车贷审批手续会更
便捷一些。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娜)

民和股份(002234)披露2014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经修正
后，公司预计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3800万元至4200万元。此前，公司
在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预
计2014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亏损5000万元至
6000万元。

对于业绩上修的原因，公司表
示，三月份公司主营产品价格变化
较大，难以准确预计，出现预计偏
差，导致一季度业绩预计出现修
正。

三月鸡苗价格上涨

民和股份业绩预报减损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姜
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家
商业银行都在完善自己的微
信银行服务，自从去年7月份
招商银行首次推出了这一新
业务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现而今市民
已经可以在微信银行上进行
转账汇款、购买理财产品等业
务操作，方便了市民的移动金
融生活。

“从去年开始微信银行开
始了大规模发展，一开始的时
候，只是简单的业务咨询，现在
已经扩展到了各种服务项目，

例如转账汇款和理财产品购买
方面。”一家国有银行的个人金
融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现在各家商业银
行对微信银行、电子银行这类
新产品的推广热情非常高涨，
特别是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
更是不惜血本。“在办业务的
时候也都会跟市民去推销这
些新业务，例如会跟他们说，
这个业务以后通过微信银行
来办理就可以了。”一家股份
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因
为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
点数相比于国有商业银行少

很多。“四大行网点最少的也
有六七十个网点，而股份制银
行多的也只是十个左右的网
点数量，如果把微信银行业务
做起来之后，就能弥补网点不
足的缺陷。”

记者随后关注了招商银
行和兴业银行的官方微信，一
些最新的信用卡打折优惠信
息就被发送了过来。还有别的
一些业务，例如浦发银行微信
银行推出了微信汇款、语音购
买理财产品的功能，此外华夏
银行等一些别的银行还能使
用微信银行进行账单查询、调

配额度、卡分期等相关业务。
此外，据记者了解到，在

今年年初微信抢红包红极一
时的时候，招商基金也通过微
信为载体开设了同样的服务。

“微信汇款服务也开始
逐步的开展了。”一家银行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的
微信银行汇款服务中，只要
有好友的微信号，就能进行
汇款，将汇款信息以红包形
式通知给收款人，收款人可
以通过微信消息中的收款链
接接受后，再到相关的网点
中进行取款。

商商业业银银行行力力拼拼微微信信银银行行
转账汇款、购买理财等新服务登上舞台

增仓占比榜

当日
依米康
中青宝
高金食品
爱使股份
长百集团

3日
高金食品
中青宝
依米康
爱使股份
长百集团

5日
高金食品
中青宝
依米康
爱使股份
长百集团

10日
高金食品
中青宝
依米康
爱使股份
长百集团

增减仓占比榜

AA股股

减仓占比榜

当日
浩宁达
南方食品
美都控股
金利华电
四海股份

3日
新朋股份
卡奴迪路
万顺股份
齐心文具
中银绒业

5日
中银绒业
卡奴迪路
东方国信
万顺股份
宝利沥青

10日
中银绒业
宝利沥青
*ST思达
万顺股份
韶能股份

(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娜 整理

购车的市民先和汽车
销售商挑选喜欢的车型，并
和销售者谈好所购车型的
价格。业内人士是支招说，
价格谈拢再讨论分期付款，
这样能有效挤掉车价的水
分。然后向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通过审核后，持首付与
车行办理购车手续。车辆上
完牌照，再去借款银行办理
抵押手续，等待提车。

春季车展上，购买私家车的市民向银行咨询车贷相关事宜。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C15理·今日烟台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李娜 美编/组版：夏坤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 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办理车贷流程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J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