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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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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机械贷款

产品介绍：农村信用社向辖内符

合条件的农户发放的用于购买农用机

械的人民币贷款。农用机械贷款只能

用于购买由农村信用社确认的生产

商、销售商的农用机械，借款人须为最

终农用机械权利人(相关的购买合同、

购买发票上载明的购买人即为最终农

用机械设备和农用机械权利人)。

贷款对象：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居住或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较高经

营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合作生产商或销售商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信

用等级较好，与农村信用社合作密切；

(二)具有相应农用机械经营范围

的法人营业执照，有厂家代理资格；进

货渠道合法通畅，经营规范；

(三)农用机械销售领域有一定品

牌知名度和完善的销售网络；能提供

整机(车)销售、维修、保养、零件供应、

信息反馈一体化服务；

(四)企业所生产或销售的农用机械

已纳入国家购置农机补贴产品目录；

(五)在农村信用社开立了人民币

结算账户；

(六)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借款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在18-60周岁，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

龄原则上不得超过65年；

(二)户口所在地或经营场所在信

用社服务辖区内；

(三)具有稳定、合法的收入来源，

具有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四)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五)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结算账户，

自愿接受农村信用社的信贷监督和结

算监督；

(六)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未婚

子女等)在农村信社无贷款；

(七)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农用机械总

价款减去财政补贴金额差额的70%，即：

贷款金额≤(农机总价款-财政补贴金额)

×70%，但最高额度不超过10万元。

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最长

不超过3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基准利率和信用社利率浮动幅度以及

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度要求来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证

件及农信社办理农用机械贷款规定的

相应资料。

还款方式：采用定期结息、分期还

款方式，至少每半年一次还本，也可季

度偿还。

种养殖贷款

产品介绍：信用社向辖内符合条

件的农户发放的用于种养殖生产经营

周转的人民币贷款，贷款遵循“贷款优

先、利率优惠、余额控制、循环使用”的

原则，实行贷款上柜台。

贷款对象：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居住或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较高经

营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二)有较为规范的种养殖基地，从

事该行业三年 (含 )以上，产品质量稳

定、拥有较固定的市场客户，经营效益

较好，近三年以来连续盈余；
(三)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者诚实

守信，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存量不

良借款、担保、欠息余额)；

(四)借款人具备还款能力，申请用

途合法合规，额度合理;

(五)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资产

负债率原则上在50%(含)以内，对达到种

养殖企业规模的可放宽到60%(含)；

(六)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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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期限：根据种养殖物的生长

周期来确定。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基准利率和信用社利率浮动幅度

以及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度要求来合

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证

件及农信社办理种养殖贷款规定的相

应资料。

还款方式：贷款期限1年以内的可采

用按月结息，一次性还本的方式；期限超

过1年的，应实行定期结息，至少每半年

一次还本，有条件的可以按季度偿还。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赵兴超) 10日，2014年第一

期电子式国债发行，首次发行
没出现排队购买现象。银行工
作人员分析，电子式国债可以
网银购买不需要去网点，利率
同比去年无变化，对投资者吸
引力逐渐降低。

10日，在2014年首批电子式
国债发行的日子，记者走访泰
城东岳大街、青年路、文化路等
多处银行网点集中地段，均未
发现排队购买的火热现象，与

去年的火爆发行相比平淡不
少。“一个上午大概卖了20万吧，
去年8点半开售，10点多就卖了
40多万。”在文化路一处银行网
点，大堂经理告诉记者，和3月10

日首期凭证式国债发行当天情
况差不多，来买的还是老年人
居多。从销售情况来看，网点的
电子式国债销售量比较一般，
有一部分投资者从网银购买。
电子式国债不需要到网点签约
拿纸质凭证，因此也省去了去
网点的麻烦。但因为老年人还

是购买国债的主力人群，大部
分老年人仍旧要到网点购买。

此次电子式国债的利率水
平，3年期5%、5年期5 . 41%，与去
年国债利率持平。泰城一家国
有银行理财师孙女士说，国债
利率水平与银行理财产品的收
益率相比没有优势，而且国债
期限少则3年多则5年，资金流
动性较低。目前银行一年期理
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都
要高过5年期国债的利率，而且
期限还短，竞争力很强。年初以

来，多家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
纷纷上浮10%，泰城部分银行
也跟上了脚步，定期存款也在
一定程度上拉走了原本倾向国
债的老年投资者。

不过，理财师建议市民，适
当配置一定国债，在资产配置
与理财计划中还是值得考虑
的。国债作为风险最低的一种
投资方式，基本可以做到稳定
收益不赔本，比3年期、5年期定
存利率也分别高出0 . 325%和
0 . 185%，可以作为定存来投入。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 市民李先生在
存款时买成了保险，回到家仔
细看保险合同才发现并不合
适，14日致电本报热线求助如
何解决。按照保监会、银监会4

月1日施行的规范商业银行代
销保险的相关通知，只要在10

天犹豫期内，李先生就能申请
退保。

14日，家住文化路的市民
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咨询自
己所遇到的难题。李先生今年

65岁，和老伴都已退休，两个人
都有退休工资。每个月工资到
账后，李先生的工资固定不动，
日常开支只花老伴的。每攒一
个工资，老人就存进一个零存
整取的账户里。13日，老人零存
整取账户到期，拿着存折想再
转成一年定期存款，但到一处
银行网点存款时，稀里糊涂被
推荐买成了一份分红型保险。

李先生说，因为老花眼
严重，他基本不明白到底保
险合同内容是什么，只知道

能报销医疗费用、还能到期
分红。当天晚上他把银行开
出的凭证和保险合同给儿子
看，才发现合同中条文，一是
保障内容和现有医保重复很
多，二是分红不确定、收益不
高。“买都买了，要不就这样
吧 。”李 先 生 的 儿 子 宽 慰 老
人，而他自己心里添堵，却不
知道该怎么办。

“ 我 这 种 情 况 怎 么 做
呢？”1 4日，李先生向本报热
线求助。对于这种情况，按照

今年 4月 1日实施的《关于进
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
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购买
后有 1 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
期内可全额退保。李先生要
做的，就是在犹豫期内向保
险公司提出退保申请，这样
即使过了犹豫期，李先生只
要能拿出犹豫期内提出过退
保的证据，保险公司也会全
额退保。而犹豫期外退保时，
则会按照合同约定出现一定
的违约损失。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赵兴超) 随着二季度开始，

各银行推出的短期理财产品预
期年化收益率相比偏低，不少
产品都赶不上银行系宝宝产品
的收益。考虑到流动性问题，市
民更青睐可以随时赎回的银行
系宝宝产品，短期理财产品受
到冷落。

“一个是预期年化收益
率 4 . 6 %，一个是七日年化收
益率 5 . 2 6 % ，该怎么选？”1 4

日，清明后的一批新发行理
财产品到了最后的募集期，
同时该行推出的宝宝理财产

品收益率也旗鼓相当，市民
周先生也考虑了好几天没拿
准该买哪一款。周先生有一
笔5万元的资金，接下来40天
左右时间用不上，只能选择
一 个 月 左 右 期 限 的 投 资 方
式，就把一个月期银行理财
产品列入考虑范围。从 1 1日
开始，泰城包括工行、农行、
中行、建行等银行在内的各
家银行，纷纷发售新的理财
产品，其中中行等银行发行
了多款一个月左右的短期产
品。在收益率上，一个月期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4 . 6%左

右，5万元投资一个月，按照
理论收益率可以获得190元左
右。

同时，对投资者吸引力相
同的一个月左右短期理财产
品，收益率基本一致。各家银行
推出的银行系宝宝产品，包括
工商银行薪金宝、中国银行活
期宝、兴业银行兴业宝等，有自
己的优越性。中国银行泰安分
行工作人员介绍，银行系宝宝
大多是1元起购的低门槛，可以
随时申购和赎回，资金在工作
日当天到账。最终，周先生选择
了一家银行的宝宝产品，也是

考虑到资金紧急需求时的及时
赎回，收益率上只少了不到0 . 2

个百分点。
“考虑到流动性和募集期，

银行系宝宝的优点还是很有吸
引力的，对银行自己的短期理
财产品冲击不小。”东岳大街一
家银行理财师李先生说，银行
系宝宝资金投入当天就开始计
息，而且没有募集期。短期产品
募集期如果超过5天，就能变相
拉低实际收益率0 . 3个百分点
左右。对于重视资金流动性的
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
选择。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从在职岗位进入退

休年龄，工资收入也出现下降，
刚步入退休期的市民该如何理
财？银行理财师针对这类人群，
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理财案例：市民周先生今
年61岁，妻子孙女士57岁，退休
前分别在泰城两家事业单位上
班，房产两套，银行固定存款40

万，理财产品 2 0万，基金 2 0万。
周先生刚退休一年，孙女士已
退休两年。两人平均每月生活
花销 2 0 0 0元，其他各项支出每
年1万元。两人退休工资每个月
合计4000元左右。

理财需求：周先生想获得
的理财支招，是如何保证家庭
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个人风险
偏好为保守型。两人比较喜欢
旅游，崇尚较高的生活质量。希
望在保证高质量生活的同时，
还能实现资产的科学规划与处
理，以便在几年后孙子上学时，
可以给予儿子家庭一定的经济
支持。同时，两个人都患有慢性
疾病，对身体健康格外注意，时
常担忧会有突发性疾病导致的
紧急支出。

理财师支招：周先生和孙
女士的理财愿景，主要侧重安
全性和流动性以及家庭风险保
障，重点管理好现有资产。可有
重点地选择银行提供的收益良
好的货币基金、银行系宝宝理
财产品，按照家庭资产情况配
置三成左右。同时，继续保持储
蓄，储蓄方式可分别为国债、定
期存款、保本基金，可以适当配
置总可用资金的四成左右。对
于股票、高风险理财产品等理
财途径，尽量不要涉及。作为退
休工资收入稳定的群体，还可
以配以每个月退休工资 2 0%到
30%之间的定投基金，长期投入
十年即可获得较高收益，也可
以为后代积累资产。因老年人
身 体 健 康 易 出 问 题 的 特 殊 情
况，还建议周先生夫妇在享有
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配置价
格较低有针对性保障的商业健
康保险。

电电子子式式国国债债泰泰城城卖卖得得平平淡淡
收益率与去年持平，吸引力小

去去银银行行存存成成保保险险老老人人后后悔悔了了
根据有关规定，15天犹豫期内可申请全额退保

短短期期理理财财收收益益不不及及银银行行““宝宝””
流动性也差了一截，远不如T+0来得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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