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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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9月28日期间
所有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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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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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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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伴随着“低碳”、“环保”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电子银行已悄然成为
一种支持“低碳”的金融服务方式。
电子银行不仅消除了客户乘车往
返银行的奔波，减少出行所带来的
碳排放，同时也极大减轻了使用纸
质凭证对森林树木的破坏。根据
CFCA发布的《2011年中国电子银行
调查报告》相关数据测算，客户每
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一笔业务即可
减少碳排放约2kg，每办理1000笔业
务即相当于种植了0 . 01625棵树木。
因此，为进一步倡导绿色金融服务
理念，引导、培养客户电子银行使
用习惯，工行于2013年5月至2014年1

月，组织开展面向所有个人电子银
行客户的“金融@家环保有我”主题
活动。

活动期间内，工行为每一位
电子银行客户设立“减排量”属
性。客户每通过电子银行渠道办
理一笔业务即减少碳排放量，每
通过营业网点办理一笔业务即增
加碳排放量，工行将为客户分阶
段计算“减排量”的累计值。在每

个“减排量累计期”内，客户累积
更多的“减排量”即可换取更多不
同级别的“入场券”参加当期的

“低碳达人专场”活动。
“金融@家环保有我”大型主

题营销活动共举办四期，客户使
用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办理指定
业务，即可每期在活动平台中查
询自己名下“减排量”的累计值，
积累更多的“减排量”，可任意换
取“入门组”、“提升组”、“高手
组”、“达人组”的“入场券”，参加

当期的“低碳达人抢拍”活动及
“低碳达人双倍返”活动，赢取不
同组别的数码产品、户外装备、环
保家居等好礼。同时，“减排量”总
累计值排名靠前的客户还可参加
最终的“环保达人终极抢拍”活
动，并有机会获得高级环保轿车。
第二期活动将于9月9日开始，敬
请您的期待。

活动详情见工行门户网站
(www . i c b c . c om . c n )或手机门户
(wap.icbc.com.cn)。

2013年7月20日起，国家
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管制，理财专家认为，这对理
财产品将带来三大变化。

第一，对银行理财产品短
期影响较小，但中期影响债券
类产品。普益财富研究员叶林
峰表示，新政将通过银行理财
产品的资金投向影响银行理
财产品。目前，银行理财产品
的国内标的主要包括货币市
场工具、债券、非标准债权(主
要是信贷类资产)等。

从短期来看，新政对银行
理财产品的影响主要票据贴
现利率放开方面，但是票据资
产在银行理财产品中的占比
不大，这种影响较小。但中期
来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会使
债券类产品和非标类产品会
发生较大变动。

第二，对基建集合理财信
托构成影响。普益财富研究员
范杰表示，取消贷款利率下限

对集合信托产品的影响有限。
最大的影响将会出现在基建
类信托产品中。现在中央已经
明确要求各类金融机构防范
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在借短
用长、期限错配的思路下，基
建类信托可能面临一定的流
动性风险。取消贷款利率下
限，会使得地方政府来自区域
性银行的融资成本下降，可能
会对解决一部分流动性问题。

第三，我国理财市场已经
是利率市场化的产物。利率市
场化的加速推进将促进理财
的运作模式创新，尤其是银行
理财产品的揽储功能会弱化。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不同风
险、不同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
面世，因此投资者要选时、选
点，货比三家，进行综合考量。
比较而言，中长期理财产品的
收益会更稳定，更适合稳健的
投资者。

据证券时报

贷款利率管制放开

理财产品将现三大变化

金融资讯

维持了14年的2 . 5%普通
型人身保险 (放心保 )预定利
率终于“松口”。中国保监会启
动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
改革，新的费率政策于8月5日
起正式实施，普通型人身保险
取消2 . 5%的预定利率上限，将
定价权交给公司和市场，改革
后新签发的普通型人身保险
保单，法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
率不得高于保单预定利率和
3 . 5%的小者。

一旦人身险预定利率由
保险公司自主确定，未来预定
利率有望上调，对于消费者而
言，购买同样保额和保障的人
身险产品，所花保费将比现在
更优惠。

“目前，普通型人身险预
定利率依然稳定在2 . 5%。”业
内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此次
费率改革影响的主要是保险
公司新产品，并不能理解为8

月5日之后购买保险马上就会
变得更便宜。”

对此，保监会相关负责人
给出了官方解释：总体而言大
部分产品会有下调空间，预定
利率提高也并非一定会使保
险产品降价。

根据保监会要求：8月5日
前生效的保单不受费率改革
的影响，即不管预定利率怎么
变化，老保单还是按照2 . 5%的

预定利率上限执行。那么，对
于已经购买保单的顾客退保
是否划算？

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不
要轻易退保，对于购买普通型
人身保险产品的客户而言，大
部分客户的购险保费并不算
高，而且购险周期都已经较
长。此类产品都有较高的费用
率和责任准备金率，保单的现
金价值大都不高，退保时会扣
除大量的手续费用，带来一定
的经济损失，即使市场上很快
出现新的预定利率更高的产
品，也未必划得来。

专家表示，由于普通型人
身险产品大都具有较高的保障
责任，随着客户年龄增加，当前
年龄下的保险费用比购买当年
已经有大幅增加，即便退保后
再购买，也未必会便宜，而且还
要面临二次体检、核保等问题，
一旦健康状况不理想，会直接
影响到费率和承保，更加得不
偿失。对于短期内购买此类产
品的客户而言，只要费用不是
很高，也没有退保再购买的必
要。因为这类产品的定价基础
的生命周期表可能是老的版
本，在新版本生命周期表下制
定的新产品价格，对于个体而
言未必会真的便宜多少，退保
再购买要特别慎重。

据国际金融报

寿险预定利率变脸

专家建议谨慎退保

专刊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杨新刚

在蓬莱206国道两侧，拥有一条
集葡萄种植、葡酒生产、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18公里葡萄长廊绿色产业
带。坐落在该产业带中心的蓬莱市
刘家沟镇便是一个葡萄种植大镇。
在这里，依托葡萄及葡萄酒产业优
势，一个集葡萄种植、葡萄酒加工、
葡萄酒堡建设及生态观光旅游于
一体的葡萄产业带已初具规模。

该镇农户老刘前两年从农行
贷了5万元农户小额贷款，一直循
环使用，用于葡萄种植。采访中，
一提起农行客户经理的周到服
务，种植户老刘就赞不绝口：“农
行客户经理亲自上门给俺放贷
款，帮俺及时更新了酿酒葡萄品
种，扩大了种植规模，同时还帮俺
联系了收购公司，收购价格得到
了保证，现在俺的收入比以前种
植普通食用葡萄时的收入增加了
一倍还多。”老刘告诉记者，他们
村十多户农户都从农行贷了3到5

万不等的农户小额贷款，目前生
产经营情况都很好。在老刘的带
动下，村里不少农户也准备改种
经济效益更好的葡萄。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生产葡萄
酒、以葡萄为原料的饮料、果汁饮
料、种植葡萄并销售公司自产产
品，虽然成立时间非常短，但是在
农行信贷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公司
业务取得了飞速发展，目前我们已
拥有意大利引进的专业生产设备
120台套，每小时灌装能力为23000

瓶，储酒能力31000吨，可年产干红、
干白葡萄酒50000吨，所有产品质量
均达到国际市场需求标准。”该镇
一葡萄酒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正如该公司负责人所言，在
企业成立伊始，农行烟台分行便
积极介入，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为
企业量身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迅速投入信贷资金，为企业厂
房建设、设备投入、原料采购、生
产加工、产品销售、产能升级提供

“一条龙”式服务，全力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目前，农行为其授信额

度达到2亿元以上，企业已成为农
行“AAA”级信用企业。公司通过
短短两年时间的跨越式发展，目
前生产的系列葡萄酒在满足国内
市场的同时也远销海外。

烟台市出台的《烟台市“十二
五”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简称《规
划》)同时要求，金融机构要把葡萄
酒产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制定具
体的金融扶持政策。最大限度地执
行优惠贷款利率，降低贷款门槛，
逐步拓宽金融服务领域。扩大对符
合条件的葡萄酒企业的授信额度，
优先安排贷款资金。

据了解，截至目前，农行烟台
分行支持中粮烟台公司、威龙葡
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蓬莱华鲁酒
业有限公司等多家葡萄酒企业信
贷资金余额逾5亿元，为葡萄种植
农户发放农户小额贷款逾1亿元，
信贷投向贯穿于葡萄种植、收购、
生产加工、酒庄窖藏、产品销售、
生态旅游等葡萄酒产业链各个环
节，为地方葡萄酒产业的加快发
展提供了强力支持。

农行烟台分行

助助力力葡葡萄萄产产业业升升级级发发展展

工行推出大型主题营销活动

金金融融@@家家 环环保保有有我我

在车险、寿险、财产险等
各类保险大行其道的当
下，关于保险的品种不断
翻新，关于保险的疑惑和纠
纷也层出不穷。为了帮助广大
投资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报

“维权热线”长期开通。不论是你购买了保险产品
苦于理赔无门还是因保险代理人的误导购买了
不合适的保险产品，只要您拨通电话，我们都将
与您携手走上维权之路。同时，有什么困惑或成
功的经验，都可与我们联系。

电话：18953550228
QQ群：143359029

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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