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烟台

四步识破保险非法集资伎俩

农农行行信信用用卡卡周周六六美美食食优优惠惠季季
——— 名店荟萃、轻松一夏美食大派送活动开幕

听惯了买一赠一商家的炒作，
你会不屑一顾，匆忙而过。刷农行
信用卡100元，送100元美食。在这炎
炎夏日，烟台农行发起的信用卡消
夏美食大派送活动，真的可以让您
停住匆匆的脚步，肯定会刺激你的
味蕾，打动你的心，任您点击以下
参加活动的六大烟台餐饮名店，舌
尖上的烟台美味。从现在开始弥漫
港城，农行派送，清凉一夏，烟台农
行伴您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必定为
您带来别样的清爽和愉悦。

一、活动时间：

自2013年7月22日至2013年9月28

日期间所有周六(7月27日、8月3日、8

月10日、8月17日、8月24日、8月31日、9

月7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
共10个周六活动日。

二、活动规则：

活动时间内每周六，持农行信
用卡在以下五大名店消费，单笔满
200元(含)，实际刷卡额按原单一次
性减免100元后的价格结算。活动日
当天，每人限一张农行信用卡刷卡
一次，分单无效。活动酒店每日按
刷卡顺序，限前20名持卡人参加活
动，先刷先得，额满为止。

活动餐饮名店 预约订餐电话 商户地址

烟台中心大酒店 0535-6589666 南大街81号

烟台平壤馆餐饮有限公司 0535-6862666 滨海中路33号

烟台山宾馆金海湾酒店 0535-6636999 海岸路34号

烟台天天渔港餐饮公司 0535-6632999 胜利路267号

烟台碧海饭店 0535-6585888 南大街236号

三、活动名店：

为充分感受农行对广大市民
的倾情回报，凡参与活动的市民，
活动期间，在“胶东在线”美食栏目
和“烟台论坛”美食栏目发布活动
照片和信息的市民，都有机会获得
6名“农行周六美食达人”评选。农
行将向获选者发放礼品和证书，另
选出“农行周六美食潮人”20名，入
选者将获得农行纪念品一份。

请将发布在美食专栏的活动
信息截图发自mbsqhy@163 .com

卡片触动，轻松一夏，味觉触
动，清爽一夏，农行邀约已经发
出，快乐即可到达，赶快行动吧！
让我们周六相会，尽情农行之谊，
尽享名店美味。

活动及农行信用卡受理热
线：6252372 6654405

四、活动附则：

工工行行账账户户贵贵金金属属 价价格格下下跌跌也也赚赚钱钱

蓬莱市支行：

““公公司司++农农户户””贷贷款款转转动动产产业业链链条条

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
以其保值、增值的独特魅力，吸引了
广大投资者的目光，众多投资者纷
纷将其视为投资首选项目。

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包括实物
贵金属、贵金属递延、贵金属积存、
账户贵金属等业务。账户贵金属业
务(俗称纸黄金)以其交易方便，投资
品种丰富，交易起点低而被广大投
资者所广泛看好。品种包括人民币
和美元账户黄金、人民币和美元账
户白银、人民币和美元账户铂金、人
民币和美元账户钯金等。

在面对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情况
下，许多投资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其下跌而无法进行交易。如今从工
商银行获悉，为了满足客户的投资、
避险的需求，工商银行在原有帐户
贵金属交易的基础上，全新推出了
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即个人账户贵金
属双向交易，客户首笔账户贵金属
交易为卖出交易，然后在卖出的账
户贵金属数量内进行部分或全部买
入交易的业务，即先卖出后买入交
易。该交易为客户在贵金属价格下
跌时提供了获利机会，同时和账户
贵金属一样无需进行实物交割，交
易成本低，省去储藏、鉴定、运输等
费用，各类账户贵金属产品，包括黄

金、白银、铂金、钯金等均可进行双
向交易。

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有如下特
点：

1、交易起点低：人民币黄金双
向交易每笔交易起点10克，美元账
户每笔交易起点0 . 1盎司；人民币账
户白银双向交易每笔交易起点100

克，美元每笔起点5盎司。
2、交易时间长：每周一早7：00

到周六早4：00，期间24小时不间断交
易。

3、交易方式多样：包括即时交
易与委托交易。

4、交易保证金方式：除需开立
资金账户和贵金属交易账户外，还
应开立保证金账户。

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适合于具
有一定的交易经验、风险偏好较高、
对贵金属市场有一定认识的个人客
户。客户可在我行账户贵金属交易
时间内，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
进行个人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

咨询电话：6668648

近年来，各地非法集资诈
骗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也给消费者带来巨大
的经济损失。为了防范不法分
子利用保险行骗，相关部门开
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以提醒消费者提高警惕，通过
四步识破保险非法集资伎俩。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单位
或个人未按照法定程序经有
关部门批准，以特定方式向社
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
定期限内向出资人还本付息
的行为。与此同时，非法集资
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轻则使当事人的本金和利息
遭受经济损失，重则会激起社
会矛盾，扰乱金融秩序。

据介绍，当今保险业已发
生的非法集资案件主要表现
为：一是利用保险公司声誉虚
构投资项目并承诺给予高额
回报，诱骗消费者投资；二是
利用保险公司或代理机构营
业场所获取消费者信任，在销
售保险产品或银行代理保险
业务时，以投资理财的名义，
借机向消费者非法筹集资金。

为此，在销售人员推荐产
品时，应当做到以下四步：

首先，看清销售人员身
份。消费者要主动询问保险销
售人员的姓名、营销员编号及
所在保险公司的全名，必要时
应登录保监会网站查询保险
机构合法性，并致电保险公司
核实销售人员身份真实性。

其次，认清保险产品。消
费者要认真阅读保险条款，看
清合同约定的收益领取方式，
不要盲目听信销售人员收益
高、回报快等不实承诺，避免
上当受骗。

再次，注意缴费方式。消
费者切忌将现金直接支付给
销售人员，更不要向销售人员
指定的某个特定账户汇款，要
尽量选择转账至保险公司账
户等付款方式，确保资金安
全。

最后，及时确认保单的真
实性。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并
收到保单后，应通过保险公司
网站或客服电话查询投保情
况，并检查保险合同所载明的
个人信息和保险利益是否与
销售人员介绍的内容一致，切
莫将保单束之高阁，事隔多年
才发现上当受骗则为时已晚。

据北京商报

专刊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杨新刚

“农行100万贷款可帮我大忙
了，收购鱿鱼的资金这下不愁
啦！”从事渔业加工企业收购海产
品的老崔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为
运转资金发愁，农行蓬莱支行为
其及时发放的贷款则让他转忧为
喜。

去年以来，作为重点县域发
展行的蓬莱支行，依托当地农业
产业化经营优势，洞研市场需求，
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加大个人贷
款投放力度，逐步探索出一条集
约经营、精细管理的发展新途径。
至今年6月末，该行已为60余户资
质农户累计发放农村个人生产经
营贷款8000余万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三

农”服务力度，蓬莱支行明确以农
村种养殖大户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上下游的客户为农村个人生
产经营贷款投放的着力点，组织
营销团队深入乡村，与网点人员
一起主动上门向企业产业链上的
个人客户进行政策产品宣传和提
供集中服务。在充分了解企业农
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等流程以及
企业产业链上个人客户资金需求
的基础上，锁定目标客户，成功为
渔业企业产业链上收购海产品的
客户发放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
1000万元，为果蔬保鲜企业产业
链上的收购客户投放贷款3100万
元，为海水养殖中小企业产业链
上加工收购鱼食的客户发放贷款
600万元。

此外，为有效防范经营风
险，蓬莱支行克服农户信息采

集难度大、人员分散、知识水平
不高等不利条件，组织工作人
员利用休息日逐户上门调查，
做好贷款资料的整理工作，并
对企业订单进行逐户调查，加
班加点完成贷款资料的整理和
上报，尽早满足农户资金需求。
该行严格落实公司担保制度，
协调资质担保公司提供有效担
保并全程监控资金流向，密切
关注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同时，对“农户收购——— 公司加
工——— 公司销售——— 销售款支
付农户——— 农户归还贷款”整
个链条，实行资金的封闭运行，
有效降低了个人贷款的管理难
度和信贷风险，提高了农户贷
款的管理水平。该行自开始发
放农村生产经营贷款以来，没
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贷款利率取消最低7折限
制啦！上周末，这条消息占据
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也使
得不少有贷款计划的市民绷
紧了神经。然而，连日来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目前银行尚未
按照新政策对外公布新的贷
款利率，基本仍按照基准利率
执行。

记者查询了农行、中行、
建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等
银行的贷款利率，发现各家银
行均以基准利率来执行。一位
股份制银行负责贷款业务的
工作人员透露，央行在上周末
突然公布贷款利率调整政策，
此前未发出任何标志性信息，
让各家银行都措手不及，加上
正值周末，因此未立即跟进调
整利率。更重要的一点是，目
前各家银行的贷款政策相对
紧缩，基本上都已基准利率执
行，还有少数银行按照一定比
例的上浮执行。现在看来，各
家银行短期内下调贷款利率
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一段时
间，市场利率水平仍将处于基
准利率水平附近。

在银行业人士看来，率先
放开的贷款利率是未来中国
银行业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
重要标志。一家股份制银行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眼下各
银行紧缩银根，贷款余额相对

有限，而存款利率并没有推行
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银行资金的输入量，也束缚了
其下调贷款利率的脚步。

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来
说，商业银行差异化、精细化
定价的方式将随着利率市场
化的推进进一步显现，市场
机制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明
显增强。在其看来，未来随着
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各
家银行的竞争将更为充分，
这对银行的定价机制和战略
走向提出了极大的考验。例
如，某家银行若想获得更多
的资金用于贷款，需要在存
款利率上做文章，吸引个人
和机构存款的注入。相反，如
果银行要实现吸纳资金的利
率最大化，要尽可能地把吸
纳存款转化为贷款投入市
场，而降低贷款利率则是提
升贷款额度的最好方式。如
何能在存贷款利率二者之间
找到平衡点，既防止大笔资金
无处可用，又避免存贷款利率
倒挂，这对仍以存贷比差异为
主要盈利模式的国内银行业
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

而对于市民来说，哪家利
率高存哪家，哪家利率低贷哪
家的愿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真正可以实现。

据大连法制报

贷款利率取消下限
百姓获益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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