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说7折了，拿到基准利率都谢天谢地了

贷贷款款利利率率放放开开 企企业业只只能能流流口口水水
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 . 7倍下限。我省多位企业界人

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改革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目前银行贷款仍是卖
方市场，一般企业想要获得低息贷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报济南讯（记者 王赟）
近日，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发布
了《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个人电脑
上网安全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二
季度，国内新增各类型钓鱼网站
51 . 4万个，360拦截量达5 . 9亿次。
根据钓鱼网站分类统计，不同类型
钓鱼网站在不同地区有着鲜明差
别，例如，假医假药网站“最青睐”
山东，虚假中奖主攻海南网民，金
融证券钓鱼网站则瞄准了北京和
上海的理财人群。令人惊奇的是，
澳门没有成为境外赌博网站的重
灾区，反而泛滥着虚假购物网站。

统计数据显示，假医假药网站
在山东颇具“人气”，访问该类钓鱼
网站的比例高达28 . 97%，新疆和青
海分别以28 . 81%、26 . 22%的比例
位列第二、第三位。另外，赌球等境
外赌博网站在山东地区访问也很
活跃。

对于钓鱼网站的防范措施，
360安全专家石晓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不轻信陌生网站发布的
低价商品、中奖等诱惑信息，网上
购物应认准官网资质，使用安全软
件拦截钓鱼网站，并开启“网购先
赔”等保障服务，可以在遭遇损失
时获得安全厂商现金赔偿。

假医假药网站
最“青睐”山东

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6%，打7折之后为4 . 2%；一年
期存款利率3%，考虑目前存款
利率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
浮10%，则存款利率达3 . 3%，存
贷款之间的利率差额为0 . 9%，
银行还有钱可赚。

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

6 . 4%，打7折后为4 . 48%，而五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4 . 75%，
按此计算，贷款利率竟然低于
存款利率，更何况这还没考虑
存款利率的上浮情况。

“银行放贷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获取存款利率和贷款利
率的差额。”梁先生说，这样算

起来，如果按贷款基准利率7

折放贷，对长期业务来说，放
一笔就要亏一笔。

梁先生说，虽然2012年贷款
利率就可下浮至基准利率的0 .7

倍，但他从没见过有一笔贷款
是7折放出的。“别说是7折，低于
基准利率的放贷都不多。”

长期贷款>>

若7折，放一笔赔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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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通讯员 李娜
郭勇 记者 王茂林 ) 从济南市
国税局获悉，针对近期“营改增”咨
询密集的情况，为保证纳税人的问
题得到专业解答，济南市国税局
12366呼叫中心提供“遇忙回呼”服
务，每天及时将前一工作日因系统
繁忙未能接入的电话号码进行回
呼。近1个月来，平均每天需回拨80
余个这样的咨询电话。

与 此 同 时 ，济 南 市 国 税 局
12366呼叫中心还开通了网上即时
交流平台，只需要在腾讯QQ上搜
索“企业好友-山东省国税局”，并
选择济南，就可以在线咨询。

“营改增”咨询
启用“遇忙回呼”

本报济南讯（记者 王茂林
刘红杰） 省海洋与渔业厅日前公
布2013年海蜇开捕期，我省渤海莱
州湾海域海蜇开捕期为7月17日0时，
黄海海域开捕期为7月25日0时。

我省公布
海蜇开捕期

本报记者 张頔

“能从银行贷到钱就不
错了，期待贷款利率降到7折
以下，基本是奢望。”王宏雨
在济阳一家经营机械设备的
公司里主管财务，公司在当
地算是中型企业，最近几年
他们从银行贷款时，一般情
况下，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
的基础上上浮20%。

为降低贷款利率，王宏
雨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改善
企业资产状况、增加抵押物，
但民营企业的身份让贷款利
率很难降下来。“贷款利率虽
然放开了，但一时半会儿影
响不到贷款市场的格局。”王
宏雨说，像其他商品一样，银
行贷款也是受供需影响的，
银行现在是卖方市场，企业
都排着队等贷款，贷款利率
很难降下来。“抢手热销的东
西还需要打折卖吗？”

谈起贷款利率，在济南
一家大型国企财务部门工作
的马展善轻松一些。“我们从
银行贷款，在基准利率上下
5%的区间内浮动。”马展善
介绍，作为银行的长期客户，
他们贷款利率上下浮动的程
度，取决于贷款规模以及银
行资金的宽裕情况。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银行考虑的往往不是贷款
利率，而是是否放贷。”在
一家国有银行信贷部门工
作的梁先生坦言，从金融
机构的角度来看，中小企
业并不是高质量客户，出
现坏账、呆账、逾期还款的
概率较大。如果中小企业
能通过授信调查，即使贷
款利率比基准上浮30%，企
业也会欣然接受，因为这
远比民间借贷要合算。

有业内人士分析，由于
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较高，
利率只有上浮才可以覆盖其
风险，加上目前银行在信贷
投放上的议价能力要远远优
于小微企业，放开下限利率
管制，在短期内对小微企业
意义不大，而国企则有机会
拿到更低成本的资金。

此次，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并没有作出调整。在今年流动
性紧张的大背景之下，银行基
本不会在个贷业务上给出太多
让步。对于首套房房贷业务，多
数银行也都在执行基准利率，
很难有进一步下探可能。

贷款利率放开虽然在短期

内难见实效，但从长期来看，新
政无疑会倒逼银行转变经营模
式，加剧银行间差异化竞争。相
比国有银行来说，缺乏网点优
势的中小银行如果能抢先作出
差异化贷款结构的调整，将会
获得更多制度红利。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贷款

利率放开总归是好事。”王宏雨
说，如果中小银行能借助新政
崛起，无疑会刺激到国有银行。
另外大企业对银行的议价能力
增强了，也可以倒逼银行全力
开辟中小市场，把更多的精力
和信贷资源投向议价能力较
弱、资金需求迫切的中小企业。

房贷利率>>

多数银行执行基准利率

“在银行能拿到贷款利率
下浮30%的企业少之又少，只
有极个别企业。”一家国有银
行广东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表
示，一般能够享受到利率下浮
的企业是大型央企、国有企业
或者优质的地方大型项目。

一家股份制银行广东分
行行长透露，类似的企业主

要是通过向总部所在的北京
或者上海总行申请贷款，地
方分行每年批准下浮30%的
贷款非常少。佛山一家大型
的民营上市企业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亦坦言，中国的信
贷近两年一直处于稀缺状
态，即便是地方龙头企业，也
几乎享受不到银行7折的贷

款利率。
据悉，优质企业获得贷款

下浮优惠还与银行资金情况
有关。“正常年份每年能出现
这样的时点非常少。”上述国
有银行信贷部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银行资金面告急，这样
的机会更是几乎难觅。

据《南方都市报》

谁能拿到低利率？

理财产品多如牛毛，哪一款最适合你？

逢逢季季度度末末买买收收益益率率高高一一些些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时庆祥

据普益财富统计，上周（7
月13日—7月19日），全国67家
银行共发行了460款理财产
品，同时654款产品到期。其中
债券和货币市场类理财产品发
行数为213款，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4 . 49%，较7月的第二周下滑
了23个基点。

在让人眼花缭乱、品种繁
多、条款复杂、期限不一以及风
险不确定的理财产品市场中，
如何选理财产品呢？

代销产品

风险较大

季永有多年银行理财产
品销售经验。他说，“购买理财
产品时，务必看清合同上是否
盖有银行公章。”季永告诉记
者，大多数在银行销售的理财
产品是银行自行设计、研发、
发行的，此外也有少量产品是
银行代销的第三方机构产品，
如与信托、保险、基金合作发
行的产品。

季永说，目前容易发生风
险问题的多是代销产品，这种
产品的协议书里虽然也会提
及代销银行名字，但在风险控
制上不如银行的自销产品。

理财产品

并非都有固定期限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手
头时常有点闲钱，那些3个月、
半年的理财产品收益不错，但
如果中途出现资金周转问题，
这笔钱却动不了。”市民冯隆
昆告诉记者，自己对理财产品
最大的顾忌在于期限太死，急
用钱的时候拿不出来。

针对这种疑问，季永解
释，目前市面上的理财产品适
合各种不同需求的客户，按照
流动性分为固定期限、随时赎
回、循环投资三个类型。能随
时赎回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期
限是不固定的，客户可随时赎

回，其预期收益率与持有时间
成正比。有短期闲置资金且对
流动性有较高要求的投资者
可以选择购买此类理财产品。

6月最后一周

今年收益率最高

“一般在季度末，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会高一些，今年平均收
益率最高的时段就是6月的最后
一周。”季永介绍，在购买理财产
品时也应选择时机，比如把握住
银行的考核时点，一般来说各家
银行是每季度末、半年、整年考
核一次，所以市民可以在每年
的3、6、9、12月份关注理财产品，
此时银行往往会发行较高收益
理财产品来吸储。

焦点

本报济南讯 (记者 马绍栋
实习生 夏菲) 由济南军区总医
院与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共同开
发的“银医一卡通”项目正式上线。

据介绍，银医一卡通提供了多
种自助服务，患者可以使用自助发
卡功能获取就医卡，除了获取就医
卡所扣除的1元钱之外，不再产生
其他费用。此外，患者也可以采用
银联卡签约的功能，通过绑定银行
卡号，获取一个就医虚拟账号，以
银行卡代替就医卡的形式，在医院
就医，所有具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
(包括建行卡、他行卡、借记卡、贷记
卡)都可兼容，无需密码，无需排队，
就可以在各门诊缴费。

“银医一卡通”
正式上线

财知道

政策解码

基准利率
银行
贷款

民企、中小企

业上浮30％

今年3月，全国
一般贷款中执行利
率下浮的贷款占比

仅11 . 44%

银行贷款利率“行规”

大 型 国

企 上 下5%
浮动

大型央企、国企、优质地方
大型项目能享受利率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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