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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飙升
业内人士分析称受“钱荒”和“中考”所致

武城联社

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

平原联社

扶龙头企业促农业发展

乐陵联社

“阳光信贷”让农民受益

毕业季，银行抢滩留学金融市场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
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
业，促进了订单农业发
展，实现了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平原县华农食
品有限公司，作为带动
农民增收的重点企业来
扶持，共累计发放贷款
3500多万元，帮助企业
发展订单农业。他们与
全县5万农户签订了优
质麦订单合同，使农民
增收1000多万元。大蔡

牧业也是信用社多年来
累计贷款4000多万元扶
持起来的省级大型畜禽
龙头企业，该企业与全
县5000多户农民签订了
肉鸡饲养回收合同，使
饲养户户均年纯收入5

万多元。到目前，信用社
共扶持农业龙头企业35

家，已累计发放贷款5亿
多元，有力地促进了全
县订单农牧畜禽的发
展。 (高玉才 于华)

2013年，武城信用
联社继续依托地方政
府的支持配合，加大不
良贷款的清收力度，努
力清收和活化不良资
产 ，提 高 信 贷资产质
量。一是成立资产保全
机构，专职负责全辖不
良贷款的保全，探索和
尝试集中处置途径和
操作办法。二是切实加
大清收力度。由资产保
全机构通过法律清收、

奖励清收、打包出售等
形式组织清收或处置。
三是充分调动清收人
员积极性。实行绩效激
励，清收人员的工资发
放与清收效果挂钩，充
分调动清收的积极性。
四是打造良好的信用
环境。加强与地方政府
和司法部门的沟通和
联系，通过联合办案、
异地办案等形式，改善
执法环境。 (王雷)

2012年以来，乐陵
农村信用社积极改进农
村金融服务方式，全面
实施“阳光信贷工程”，
该联社实行了六项制度
确保该工程能够顺利推
广，即：贷款公示制度，
公示办贷流程；开展了
社会评议，逐村成立信
用评定小组；实行了阳
光操作，设立信贷大厅，
公开信贷办理邮箱；承
诺办结时限，规定贷款

办理时间；公开定价标
准，让客户明白利率的
定价方式；强化社会监
督，聘请了社会阳光信
贷监督员。同时结合三
信工程进行推广。到目
前，乐陵市农村信用社
已评定信用村429个，信
用户41300户，发放贷款
证29643个，授信28 . 63亿
元，有效地支持了当地
的新农村建设。

(杨希军 贾敬敏)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马瑛)

“首届出国留学移民展盛大举行”，23
日中行营业大厅门口上方LED屏幕
上该字幕滚动播出。6月，又到了毕业
季，银行业也纷纷出动，开始抢滩留
学金融市场。

“你意向去哪个国家？雅思成绩有
没有？”在中行举办的留学移民展上，记
者看到各留学中介的工作人员努力寻
找着意向客户。“朋友的孩子去加拿大
留学，我也想让孩子出国留学长长见
识，孩子今年上高二，该关注这些内容
了。”前来咨询出国留学的张女士说。

记者发现，参加该展览会的不仅
有意向出国留学的，还有不少意向移
民的。“现在移民澳大利亚，有投资移
民、商业移民、技术移民，选择要看您
的个人具体情况而定。”某中介公司
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中行，建行也
在23日下午举办了留学招生会，还有
几个专门从县城赶过来的高端客户
咨询相关事宜。农行、工行等也纷纷

推出了留学金融产品。
现如今，各个银行之所以越来越

重视留学金融服务，是因为留学金融
可以带动多项零售业务。例如房产抵
押贷款、外汇兑换、留学贷款、保证金
贷款、国际信用卡、预先开立境外账

户等，提供菜单式服务同时带来多项
中间业务收入。“除了零售业务，不少
留学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属于中高
端客户，留学服务也是和高端客户保
持长期密切往来的一种方式。”建行
的理财经理告诉记者。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马瑛) 24
日，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自5月底
以来多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
率纷纷上涨，收益率为6%的理财产品
不再是新鲜事，建行更是推出年化收
益率7 . 39%的产品。业内人士称，此次
理财产品收益率集体飙升，是因为

“钱荒”和银行业“中考”，理财产品成
为各家银行的抢钱利器。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的理财师告
诉记者：“一个月以前，理财产品4%-
5%的收益率算是比较高的，现在推
出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都到6%-7%

了。”“6月25日起新发行保本型高收
益理财产品，5万元起存，期限32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6%-10%，规模有
限，欲购从速”这是某商行工作人员
发表的广告状态。

“最近涨得确实厉害，5万元起点
的产品收益率上涨了1%，500万元起
点的产品收益率涨幅达到了2%。”建
行的理财师说，建行一款期限33天
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飙至7 . 39%。而中国银行推出的两
款中银稳富，起售金额100万元期限
31天，和起售金额30万元期限30天，

年化收益率也高达6 . 0%。不仅年化收
益率一路飙升，各理财产品的数量激
增，一家银行一个月新增发行十几款
理财产品很常见。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银行之所以
如此规模发行理财产品是受银行“钱
荒”和“年中考核”所致。“所谓钱荒，
就是银行里也没有钱，现在银行同业
拆借利率不断飙升，最高拆借率升至
30%。”业内人士解释。某银行的业务
经理告诉记者：“月底要年中考核了，
现在行里面是只进不出，单位内部支
款都被推至7月份了。”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马瑛)

“电子银行太方便了，它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建行德州市分行召开了电
子银行媒体体验活动。记者了解到，
截至5月底，建行电子银行的有效交
易数量等于30个营业网点的交易数
量总和。

“如果没有电子银行，营业网点
内人满为患的现象将非常严重。”建
行电子银行部的工作人员出具了一
系列的数字进行证明，今年截至5月
底，建行德州地区电子银行的有效交

易数量达到450万笔，而数据显示同
一时段一家营业网点的交易数量则
为15万笔，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电子银
行，建行需要迅速增加30个营业网点。

“以前强烈排斥电子银行的客户
现在也主动要求学习了。”市民生活
中处处尝到电子银行的“甜头”，“水
电煤、固话充值、学杂费、交通费、罚
款、保险续费、火车票，什么都能解
决，太方便了。”市民刘先生说。

而作为银行一方，为了更好地服
务客户，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一系列

好玩实用的新产品、新功能逐渐问
世。想方便地查询余额吗?想知道附
近的银行网点信息吗?如今只需摇一
摇，这是建行手机银行的潮流设置，
既方便又趣味十足。除了可以查询余
额，查询网点，还可以查询外汇行情，
贵金属行情。没带银行卡却急需现金
怎么办？建行手机银行提供无卡取款
功能。只需在手机银行上预约取款，
获取实时手机动态取款密码，到就近
的建行ATM上可凭动态密码和原有
取款密码就可取到现金。

前5个月成交量450万笔

1个电子银行 30个营业网点

工行齐河支行支持农村建设实现新突破

今年以来，工行齐河支行
积极探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
切入点和业务结合点，省市县
行三级联动，成功办理了三笔
新农村建设融资业务，金额总
计3 .01亿元，目前第一笔资金
已投放到位，贷款金额11540万
元，实现了该行新农村建设支
持融资业务的新突破，为加快
城镇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今
年以来，该行把加快发展新
农村建设支持融资业务作为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措
施，并成立了专项业务领导
小组，提出了对政府新农村
建设营销的具体要求，对相

关营销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并带领小组成员对新农村建
设项目深入考察，组织业务
人员到已开展该项业务的支
行对口学习，借鉴操作经验。
同时，出台了多项考核激励
措施，加强了业务队伍培训
建设，积极拓展业务渠道，强
化部门联动协作，加快了新
农村建设支持融资业务发展
步伐。

争取政策,完善方案。该
行根据全县新农村建设规
划，与当地职能部门反复沟
通，多次磋商，不断修订融资
方案，同时，积极与上级行联
系、沟通，研究解决业务中遇

到的问题，切实地保证了贷
款计划的落实。

上下联动，推动业务快
速办理。新农村建设支持融资
是一项新业务，没有成熟的操
作经验。该行积极请示上级行
业务部门指导协助，制定合理
方案。通过上下联动、齐心合
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项目
最终审批。

该业务的成功办理，进
一步推动了银、政、企三方的
深入合作，拓宽了地方经济
发展的融资渠道，满足了政
府、企业融资需求，开辟了
银、政携手推进新农村建设
的新途径。（宋开峰 李明)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全部
免费，开办有好礼，还能参加
幸运抽奖活动！这样算下来
我每天的货款通过UKey，就
可以方便快捷得走几十笔行
内异地转账、跨行转账，不仅
方 便 快 捷 ，还 零手续 费 ，
UK e y真是帮挣钱又帮省
钱！”家住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抬头寺镇的从事砂石料、五
金生产的宋生良拿着刚办
理完的UK e y在营业厅内
喜滋滋地说。自活动开办
以来德城区农村信用社营
业厅几乎每天都排很长的
队 ,“开户有礼”、“交易免

费”、“幸运抽奖”三项活动深
受广大客户的青睐。

据悉，自2013年6月10日
至12月31日，德城区农村信
用社开展“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交易全部免费，开办有好
礼，幸运大奖等您拿”电子银
行营销活动，在德城区所辖
营业网点签约个人网银、企
业网银赠送UKey,签约手机
银行赠送财富在手卡，客户
使用该联社个人网银、企业
网银、手机银行办理行内同
城转账、行内异地转账、跨
行转账、农信银转账业务全
部免费；同时，企业网银客户
每月资金交易10笔以上，累

计交易金额300万元以上的，
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客户每
月资金交易10笔以上，累计
交易金额1万元以上的，活动
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都可参
加抽奖，广大城乡客户都有
机会获得5000元iphone5手
机、3 0 0 0元美利达运动山
地车、1 0 0 0元飞利浦高清
视频MP4及 2 0 0元的纪念
品，此次电子银行营销活
动树立德城区农村信用社
社快捷、优质、惠众的服务
品牌形象，让更多的客户
享受到农村信用社优质高
效、方便快捷、现代化的金融
服务。 (刘玉磊 孙海敏)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零费用”畅享电子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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