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渠道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

光光大大信信用用卡卡““刷刷新新””用用户户体体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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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用卡产业进入“后规模时
代”，银行在渠道建设方面也更加
“精益求精”，不断超越，为持卡
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近期，光大
银行信用卡中心从办卡、消费再到
还款各个环节，全流程完善渠道建
设，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一份关于信用卡用户使用行为
的报告显示，“方便”以及“应急
使用”是用户办卡的主要动因。那
么，如何满足客户这种急切想拿到
卡并使用的需求呢？近日，光大银
行信用卡中心在原有发卡渠道上，
进行业务流程的整体改造，让持卡
人收获意想不到的“速度”体验。
以银行柜面发卡渠道来说，过去，
光大新客户只能在柜面实时领取零
额度的存贷合一卡，发卡后3个工作
日才能完成审批调额。现在，光大
实现了柜台发卡实时授信功能，功
能上线后，某地ETC联名卡、网银

在线申请存贷合一卡及乐惠金客户实
现了“快速领卡立即使用”。而如果
客户没有光大信用卡，却急需使用
呢？光大“网络瞬时贷”想客户所
想，急客户所急，依托网上申请渠
道，采用实时审批技术，将预审批时
间由原来的1-2天缩短至20分钟。审
批后，系统将自动完成支付。“网络
瞬时贷”创新性开创了“无卡消费随
后领卡”办卡模式。

分期是信用卡消费的重要方
式。为了最快速地响应客户的分期
需求，让分期服务更精准地到达适
合及需要的用户那，光大银行信用
卡中心在原有网站渠道的基础上增
加了分期业务短信渠道及“微信”
渠道，实现了多元化渠道的协同运
营。针对分期金额较少且历史无分
期操作记录的客户，光大会主动发
送分期营销短信，客户回复指定短
信内容即可实现交易分期或账单分
期。此外，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在
微信客户端的“微信”中增加了
“账单分期”功能，客户通过手机
“随时随地”就能进行账单分期操
作。短信、微信渠道的开拓，使光

大的金融服务由柜台走向指尖，大
大方便了持卡人。

信用卡消费是一种透支消费行
为，有刷就有得还。还款是否方便
是人们选择用卡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还款渠道的建设上，光大银行信
用卡中心新增了现金宝关联信用卡
还款业务、跨行自动还款PAD系统
设置功能。以往关联还款仅限于绑
定本行或他行的借记卡账户，现在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与汇添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客户可利
用汇添富的现金宝账户实现关联还
款，消费理财两不误。另外，在跨
行自动还款方面，光大优化先进的
PAD电子发卡系统，客户在申办新
卡时，就可申请设置跨行自动还
款。到期还款日光大将自动为客户
进行还款，客户不用担心还款不便
或者忘记还款，也无需承担跨行还
款费用。这一还款渠道的完善，从
客户开始接触光大产品时就解除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

截至2013年9月末，北京银行济
南分行累计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22 . 8亿元，个人商用房按揭贷款14 . 6
亿元，个人经营贷款7 . 5亿元。超过
3800个家庭实现了家居梦想，超过
2500位个人投资者实现了商业投资
理想，超过370位中小企业主实现了
扩大生产愿望。

通过全面推进零售业务转型，全
力打造“大零售”业务平台，北京银行
零售客户规模突破1000万户，个贷资

产规模突破1000亿元。
北京银行通过房贷、车贷、消费

贷、经营贷(“短贷宝”)等多类型的贷
款产品，支持客户首套房、保障性住房
的购买需求以及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的融资需求。目前，北京银行已累计为
数十万客户发放了个人住房贷款，其
中80%以上为首套房贷款；累计为超1
万户中小微企业主发放了“短贷宝”个
人经营性贷款，“短贷宝”个人经营性
贷款余额已达到263亿元，涵盖了批发

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软件业、
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业、文
化体育业及农林牧副业等行业，有力
支持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继续坚持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更细致
更贴心的服务、推出更多更好的产
品。秉承总行个贷“简、易、快”的服务
理念，致力为泉城人民改善居住条
件、创造投资机会、支持实业经营贡
献力量。 (财金记者 王小平)

交通银行日前发布的
2013年三季度业绩报显示，
前三季度交行实现净利润
4 8 7 . 0 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 . 43%。与此同时，交行旗下
交银租赁已成功操作自贸区
第一单飞机融资租赁业务。

截至三季度末，交行资
产总额达到57680 . 4亿元，
较年初增长9 . 38%；客户存
款余额达40702 . 16亿元，较
年初增长9 . 17%；客户贷款

余额达32177 . 67亿元，较年
初增长9 . 18%；净利差和净
利息收益率分别为2 . 36%
和2 . 53%。

受宏观经济增速下滑
影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
率有所攀升。截至今年三季
度末，交通银行减值贷款率
为1 . 01%，比2012年末上升
0 . 09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达到217 . 49%。

（财金记者 程立龙）

关注方法：打开微
信，点击“魔法棒”，选择

“扫一扫”，点击关注，即
可添加。

服务泉城人民 支持实业经营

北北京京银银行行个个贷贷业业务务““简简、、易易、、快快””

商河是农业大县，为支持农民搞
好秋收秋种，入秋以来，商河农信
联社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信贷
资金投放力度，全力支持农民秋收
秋种，通过改进服务措施，强化资
金支持，确保了今年秋季生产资金
的及时足额到位。自8月份以来，全
县信用社累计投放“三秋”支农贷
款8 . 3亿元，支持良种站、农资、农
机等涉农部门购进“济麦 2 2”、
“泰农1 8”等小麦良种5 0余万公

斤、化肥8万余吨、拖拉机、玉米收
割机、脱粒机、旋耕犁、小麦播种
机等各类机械1 . 2万多台(套)。在信
用社的支持下，全县良种率和机收
机播率大幅提高。目前，全县87万
亩玉米和 7 5万亩小麦全部收播完
成，秋收秋种进度明显快于往年。

在支持今年的“三秋”生产
中，为提前了解和掌握信贷资金需
求情况，全县信用社成立了23组支
农小分队，深入涉农部门、各行政

村、农户家中和田间地头，广泛征
求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和掌握企
业和农户资金需求情况，逐户建立
信息资料和信贷档案，为投放支农
贷款提供了准确依据。为确保支农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全县信用
社设立了信贷专柜，同时组织信贷
人员深入村户，采取现场办公方
式，主动上门为企业和农户办理贷
款，深受企业和农户欢迎。

(贾存华)

商商河河农农信信联联社社全全力力支支持持农农民民秋秋收收秋秋种种

交交通通银银行行前前三三季季度度

实实现现净净利利润润448877亿亿元元

财金资讯

平阴农信联社以现代
化科技为支持，积极推进
“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建
设”，加快农民自助服务
终端-“农金通”在农村
地区的布放，把便捷的结
算服务送到农民身边，提
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据了解，“农金通”除了
具备ATM等自助设备的余
额查询、取款、转账、修
改密码等基本功能外，还
实现了惠农一本通、信通
卡 、 活 期 存 折 的 小额 存
款、取款、定活期互转，
以及交易明细查询、口头
挂失等功能。平阴农信联
社通过建立行政村、信用
社和县级农信联社三级服

务体系，加大“农金通”
及各类电子机具的布放力
度，服务方式实现了由传
统模式向多元化、电子化
和自助化转变，有效缓解
了农村地区小额取款难、
结算难的问题。目前，平
阴农信联社已在农村地区
安装农民终端百余台，基
本实现对平阴县各村镇的
全覆盖，农民自助服务终
端日均受理业务700余笔，
金额达到62万元，让老百
姓享受到了“足不出户存
取款，田间地头能转账”
的服务便利，“农金通”
已逐步被老百姓认可和接
受，被称为“家门口的银
行”。 (熊长治)

平平阴阴农农信信联联社社推推广广

““农农金金通通””畅畅通通农农村村结结算算

金九银十，是收获的季节，
对于恒大集团而言，更是如此。
10月恒大的销售额达到166 . 2亿
元，创恒大集团有史以来单月最
高销售纪录，同比增16 . 6%，环比
增 5 7 . 8 % 。销售面积更是多达
250 . 6万平方米，环比增60 . 8%。

倾力打造民生产品

十月份业绩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恒大集团准确把
握市场节奏，按照既定销售目
标，持续发力，在保证每月货源
充足的情况下，合理调整推售节
奏，销售总体保持稳健增长态
势。针对强烈释放的刚需市场以
及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
季，恒大集团科学调控销售策
略，合理调整推售的产品结构，
高性价比的产品赢得了市场认
可。10月份实现销售额166 . 2亿
元，面积250 . 6万平方米。金九银
十期间，累计销售271 . 5亿元，占
全年销售目标27 . 2%；8-10月连续
三个月销售均突破百亿元大关，
累计销售385 . 5亿元，占全年销售

目标38 . 6%。1-10月累计销售金额
912 . 7亿元，同比增长25 . 3%，累
计完成全年合约销售目标91 . 3%。
1 - 1 0月累计销售面积更是高达
1352 . 7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
长10 . 1%。

品牌价值增至267 . 83亿

摘得品牌“四连冠”

2013年，恒大在各项专业机
构评选的品牌价值榜单占据首
位。5月23日，中国房地产研究
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
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2013中
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榜100
强”中，恒大连续三年位居前三
甲，并连续两年位居发展速度和
经营绩效分榜第一名。

5月3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
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院联合发
布《 2 0 1 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
TOP10研究报告》，恒大蝉联中
国大陆在港上市房地产公司综合
实力TOP10第一名，并再次囊括
投资价值TOP10分榜第一名。

9月12日，恒大被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
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
连续四年评为中国房地产公司品
牌价值 TOP10冠军。另外，9月
17日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
地产协会、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
价值测评中心联合发布的《2013
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研
究报告》中，恒大品牌价值增至
267 . 83亿元。至此，恒大品牌价
值4年猛增了3 . 2倍，摘得中国房
企品牌价值“四连冠”。

与此同时，中国广州恒大足
球俱乐部在本届亚冠联赛中表现
出色，已进入决赛并掌握夺冠主
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进
一步增强了恒大集团的品牌影响
力。

业内人士认为，恒大从2009
年首度入围中国房企品牌价值前
三甲开始，品牌价值延续高增长
态势，企业发展呈现出以规模扩
张带动品牌扩散、品牌优势显著
驱动业绩快速增长的特点。作为
目前中国布局最广、在建面积最
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在以行业

瞩目的速度取得快速发展的同
时，连续四年荣获中国房地产品
牌价值桂冠殊荣，正是作为标杆
房企整体实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有
力证明。

定位明确，薄利多销，

民生地产赢得市场

2013年，在中央坚持调控不
放松的情况下，行业管理日益完
善，中国楼市进入“深度博弈
期”，各大房企生存压力逐渐增
大。恒大集团以其定位明确、满
足刚需、薄利多销、顺应市场和
政策方向的发展模式，赢得了调
控下持续释放的刚需市场，取得
了优异的业绩表现。

今年年初，为适应国家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恒大住
宅产品的升级换代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展开。3月1日，恒大住宅新
装修标准在其全国所有布局城市
的260多个项目中全面实施。4月8
日，恒大集团与清华大学达成前
所未有的十年战略合作，极大提
升恒大生态、节能、环保等领域

水平，提升恒大竞争力，帮助恒
大进一步为百姓打造宜居生活，
确保恒大中国行业第一。此外，
清华成为恒大智库和人才基地，
极大提升恒大战略、管理、技
术、人才水平，帮助恒大冲击世
界行业第一。

在针对首次置业者和自住的
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求上，恒大
设置了合理的产品结构：中端至
中高端产品占70%，旅游地产占
15%，高端产品占15%，与老百姓
需求的物业类型比例吻合，满足
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市场需
求。通过薄利多销的形式，让普
通老百姓买得起，住得起房子。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也在各类场合多次提到：“恒大
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超前的民生地
产发展战略，来自于超强的成本
控制能力，来自于战略合作伙伴
供应商、建筑商的让利。恒大要
少赚或者不赚老百姓的钱，要多
建老百姓买得起的精品民生住
宅。”

(记者 韦超婷)

十月销售166 . 2亿元 环比涨57 . 8%创今年新高

恒恒大大产产品品十十月月销销售售满满堂堂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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