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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秋秋临临近近，，银银行行借借送送礼礼互互挖挖客客户户
从月饼、大米到购物卡、豆浆机，礼品大小齐全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齐金钊
通讯员 刘德胜) 9月1日至9月15

日是烟台市“营改增”试点纳税的首
个申报期。16日，记者从烟台市国家
税务局了解到，截至15日，烟台“营改
增”纳税申报征收期结束，全市试点
纳税人申报率达到99 . 72%，“营改增”
试点纳税实现平稳过渡。

据了解，截至9月15日纳税申报
征收期结束，全市6738户应申报试点
纳税人向国税局办理了增值税申报，
申报税款3384 . 49万元，申报率达到
99 . 72%，其中一般纳税人申报1188

户，申报税款3003 . 49万元，申报率达
到99 . 58%。

烟台市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确保“营改增”纳税申报顺利进
行，烟台国税部门提供了上门申报、
网上申报、批量扣税等多种申报方式
供纳税人选择，并在办税大厅配置了
自助办税终端。

从8月份开始，烟台市国税局按
照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和重点
纳税人分类进行纳税申报培训，确保
每一户都会填写、会申报。对纳税业
务较多的企业，建立“一帮一”结对帮
扶制度，安排专人深入企业，现场指
导企业会计进行申报、抄报税等实际
业务辅导。

全市国税各办税服务厅设置“营
改增”导税显著标志，安排专人对纳
税人进行引导、辅导；设置“营改增”
咨询岗(窗口)95个，增设发票发售、代
开窗口52个，全面实行限时服务、延
时服务、预约服务和提醒服务；设置
专岗、专人和专用电话解答“营改增”
疑难问题；完善三级应急管理机制，
各级应急处置小组随时待命，随时处
置相关问题。

6738户纳税人完成

“营改增”纳税申报

老李最近很忙，作为烟台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营业部
主要负责人的他，在干好日常
工作的同时，还要趁周末把中
秋礼品送到以前的几位客户
家中。上周六，因为订购的月
饼还没来，他索性抓了几袋大
米、几瓶花生油还有些别的礼
品作为补充，而后急匆匆发动
了车直奔目标家。“现在去已
经有点晚了，因为别的银行已
经送过了，也不知道人家送的
是什么，我们送的是不是少了
点。”

去的路上，老李一直在盘
算这几样礼品的分配方法，在

确定了能分出两份礼品之后，
他又犹豫了起来，因为今年春
天，他手里的一位500万元级
别的大客户，被另一家股份制
银行用这种送礼的方式挖了
过去，他在想，今年中秋是不
是要再挖回来。

“算了吧，还是等过年
的时候再去吧！”老李决定
按原计划进行。他堆着笑将
这一堆礼品送到了以前的
两位客户家中。但是在回来
的路上，他并不高兴，因为
刚才送礼时，一位客户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某某银行送
的比这多多了。

本报记者 姜宁

在这场争夺战中，那些银
行存款量几百万乃至几千万
元的大客户自然是银行争夺
的焦点，但区区几百元的礼
品，是怎么打动这些百万富翁
的？

“区区几百元是不多，
可架不住好几家银行都给
啊！你想想，我拿着两百块
钱的东西去挖一个大客户，
别的银行就会拿三百、四百
元的东西去防挖，要是再有
别的银行去挖，出的价码更
高！”业内人士透露，经常会

有这种吃了这家银行再吃
那家银行的客户，这家银行
送几百元喜旺礼券，收下，那
家银行送几百元大米、花生
油、月饼，也收下，但是真正要
存钱或者买理财产品的时候，
客户还是会考虑投资的综合
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工
作人员口中总是说“大客户太
势利了”的根本原因。

而据了解，大客户收到中
秋礼品后，基本都是用来转手
送给别人。“所以大客户肯接
受我们这些不算贵的礼品，这
样他们再送礼时，就不需要再
掏钱、再花时间了。”

老李给客户送礼，客户嫌没别家多
百万富翁为何会为
几百元礼品“折腰”

而在一家国有商业银
行的理财中心内，业内较为
出名的理财师老许在给客
户做完理财计划后，顺手拿
起门口一台豆浆机塞了过
去，并寒暄着将这位千万元
级别的客户送下了楼。“在6

月份年中冲指标的时候，她
给了我1 8 0 0万元的帮助，像
她这样的客户，可是各家银
行抢夺的对象。”

“千元左右的购物卡，
是送给较高级别的客户的。
当 然 ，还 有 比 这 更 贵 的 礼
品。但是一般来讲，送月饼、
大米的比较多，送月饼主要

是为了维系客户关系，送购
物卡主要是往回挖客户或
者挖别家的客户。”老李说。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副行
长级别的领导则毫不避讳
地说，已经是客户的，当然
不需要送礼了，需要送礼的
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人。

此外，虽然银行送礼挖客
户一般是在地下进行，但也有
胆大的银行明摆着说，在他们
银行不论是存款还是买理财
产品，只要是50万元以上的新
客户，除了能享受最高收益率
外，还能获得数额不等的喜旺
礼券。

挖别家的客户，一般送购物卡

知情人士透露，在这场
“挖墙脚”与“反挖墙脚”的暗
战中，季末揽储期马上就要来
临是主要原因之一。从一方面
来讲，这些大客户的多少，才
是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一
个大客户几百万元，一百个就

是几个亿乃至十几个亿，这对
银行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且
最重要的是，现在烟台民间资
金总量基本就是这么多，在这
家银行存的多了，在别家银行
存的自然就少了。”在烟台从
事资产公估工作的杨先生说。

互“挖”客户，背后有原因

“其实趁着中秋送礼只是
一个‘引子’。这些要挖过来的
大客户要么是以前的老客户，
要么是在利益比较中放弃我
们银行的客户，彼此都认识。
带着礼品敲开门进去，以一种
过节了来看看你的借口，‘捎

带’着介绍银行最新的产品和
优惠措施，是另外一个目的。”
在一家股份制银行营业部主
要负责人老李看来，这种介绍
产品的过程就是利益博弈的
过程，要是客户觉得合适，会
马上把钱转过来。

趁中秋送礼，只是个“引子”

细数银行采购内幕

送大客户购物卡，需员工自掏钱包

专家解析“挖墙脚”

属“隐形利率”，有违规揽储嫌疑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周兆亭) 上周市区蔬菜

检测点共检测蔬菜样品4540个，其中
合格 4 4 8 4个，蔬菜总体合格率为
98 . 8%，蔬菜质量比前一周上升了0 . 4

个百分点。
专家推荐食用指数较高的品种

有：白菜、头菜、菠菜、芸豆、茼蒿、辣
椒、洋葱、萝卜、土豆、西红柿、茄子。

上周蔬菜

合格率为98 . 8%

为吸引更多的客户，多家银行的存款利率已上浮到了最高上限。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本报记者 姜宁

又到中秋时节，又到银行送礼挖客户的时候。掀开各家银行的中秋礼单可以看
到，各家已经按照客户资产的多少，拟定好了要送的礼品。从月饼、大米到购物卡、
豆浆机，这些礼品可谓大小齐全。而送这些东西，更多地是为了挖别家银行的客户。

中秋期间，基本每家银行
都会通过主要业务部门、分行
这两级来采购礼品，而采购礼
品的内幕也是不少。

比如月饼，几乎每家银行
都有一些定点的合作酒店，这
些有月饼生产能力的酒店往
往会根据银行的要求来定制
不同种类的月饼。这些月饼的
包装往往做得很精美——— 类
似于市面上三四百元的高档
月饼的礼盒，会给人一种高级
的印象，但实际售价很低，多

则百元出头，少则几十元。这
样一来，看似高档其实银行花
不了几个钱。

其次，不论月饼、大米、花
生油，还是高档酒类产品，都是
银行业务部门采购的首选。“因
为这类产品能够开具餐饮类发
票，好报销。而那些卡类产品基
本报销不了，需要我们自己掏
腰包去买，这也正是只有大客
户银行才会考虑送购物卡的原
因。”一家银行的知情人士说。

本报记者 姜宁

“这应该属于‘隐形利
率 ’的 范 畴 ，涉 嫌 违 规 揽
储。”山东财经大学投资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教 授 陈 华 介
绍 ，所 谓 的“ 隐 形 利 率 ”是
指，如果在市民存款时，银
行已经给出了基准利率上
浮 1 0%这一利率上限，却还
要依靠一些额外的礼品赠
送来获得存款，这类礼品也
应该折价算入利息中，这样
一来，银行给出的利息，就
远远高出央行关于利率封
顶的要求，涉嫌违规揽储。

据了解，目前，“挖墙脚”

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短期中
期甚至长期存款利率，都已达
到了最高上限，而国有银行做
得比较精明，存款利率只是在
基准线上上浮了8%，基本避
开了这一违规嫌疑。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虽然
现在银行闹钱荒，银行生意不
好干，但通过中秋送礼这种方
式维系客户或者推广自己的
产品，则不可取。要真正实现
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还是得依
靠银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
投资回报率。

本报记者 姜宁

关注“营改增”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开通企业微博

助推优质服务

近日，经实名认证，名为“国网山
东招远市供电公司”的官方微博正式
开通。该公司将通过此微博及时上传
停电信息、故障抢修等资讯，受理各
类用电疑问。 通讯员 陈宇斐

抢修送光明

获居民称赞

近日，招远市一居民区突然停
电。故障发生后，国网招远市供电公
司应急人员迅速组织抢修，受到居民
一致称赞。连日来，该公司工作人员
日夜奋战，为居民送去光明和清凉。

通讯员 陈宇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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