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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齐鲁财金

近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个人
消费贷款领域风险提示的通知》，
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消费贷款的风
险管理。

上述风险提示强调，对于消费
贷款，商业银行要严格贷前交易背
景真实性调查，加强贷中受托支付
审查和资金流向监测，强化贷后贷
款用途验证和后续管控工作。

提示风险的同时，银监会还向
各银监局布置了加强对消费贷款现
场检查力度的任务。“对综合消费
贷款中大额、长期贷款占比较高的
商业银行要重点关注。”

“今年以来，个人消费贷款领
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金额大、期
限长的个人消费贷款增加较多，个
别贷款用途与消费属性不匹配。”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由此，银监会
才在11月中旬下发了这份风险提
示。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
季度末，工行、农行、建行、中
行、交行五大商业银行的消费贷款
余额达6553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8998亿元，增长15 . 9%；较年初
增加3423亿元，增长5 . 5%。

商业银行迅速做大消费贷款规
模的同时，一些风险也在悄然积
聚。

银监会数据显示，五大行上述
高达65537亿元的消费贷款余额
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8310亿
元，占据绝大部分份额；汽车消费
贷款余额为472亿元。“商业银行
应针对不同的业务品种和贷款对

象，合理确定综合消费贷款的金额
和期限。”对于综合消费贷款，银
监会称，鼓励个人小额、短期，以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综
合消费贷款，谨慎发放大额、长期
的综合消费贷款。

从目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个人消
费贷款品种来看，最高可贷额普遍
较高，且期限也较长。

此外，银监会还要求，商业银
行在与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时，应
对其加强资质审查，并建立名单制
管理制度。对第三方中介机构推荐
的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应审慎受理
审批，切实做好贷款“三查”，不
得将贷款调查的全部事项委托第三
方完成。

(章文贡)

光大银行理财业务成功转型，
使光大银行理财由简单产品销售向
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转型，并逐渐
开始收获转型成果，在市场竞争中
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光大银行在
“打造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
发展愿景下，细分客户理财需求，

针对不同客户类型，不断推出多款
理财产品。近期，光大银行不断推
出高收益理财，再次掀起银行理财
投资热潮。

据了解，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于
11月29日开始热销T计划第32期理
财产品，该款产品投资期限为54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6%，投
资期限灵活，充分满足短期投资者
的需求。该款产品以其安全稳
健的特点著称，吸引广大中低
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关注，特
别受到中老年投资客户的青
睐。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购买理财产
品，该款产品不仅可以通过网点柜
台购买，还可以登录光大银行网上
银行实现快捷购买，为不能及时赶
到银行网点的上班族投资者提供便
捷的投资渠道。

详询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各网
点。客服热线：95595 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再再掀掀理理财财热热潮潮
T计划理财产品限量销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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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华夏夏好好生生活活 美美食食半半价价享享
华夏银行济南分行信用卡优惠享不停！

华夏好生活，美食半价
享！从2013年12月1日起，只要
你拥有华夏银行信用卡，就可
以在茉莉餐厅、汤皇小厨等美
食餐厅享受美食半价优惠。华
夏银行济南分行推出的信用
卡刷卡半价优惠活动，让您尽
享饕餮盛宴，美味品不停！

活动时间：2013年12月1
日—2014年3月31日

活动对象：华夏银行信用
卡持卡人

日期 优惠商户 优惠内容 地址 订餐电话

每天 多滋生活 十元以上饮品全部半价
济南市经十路22799号和谐广场地
下一层银座超市出口

0531-81619737

周一
茉莉餐厅

（和谐店）
（玉函店）

仅限菜金半价（酒水、海鲜、高档菜除

外）2014年2月3日不参加活动

1、济南市经十路22799号和谐广场
南区320号 2、济南市历下区19288
号银座鲁商广场地下1层西入口

0531-58591666

0531-67718806

周二
汤皇小厨

（恒隆店）

仅限菜金半价（酒水、饮料、面食、海鲜、
高档菜除外）2013年12月24日、2014年2月
4日不参加活动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188号恒隆广

场西塔4楼467号
0531-67718666

周三
芭鲜时尚
中餐厅

（玉函店）

仅限菜金半价（酒水、面点、海鲜、鱼菜
除外） 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1日、
2014年2月5日不参加活动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9288号鲁商

广场B座地下一层
0531-67718666

周四
大渔铁板烧
（恒隆店）
（万达店）

仅限肉类寿司（自助餐、套餐除外）

2014年1月2日、2014年1月30日不参加活动

1、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5号万达广

场4楼中段 2、济南市历下区泉城

路188号恒隆广场西塔4楼469

0531-86063366

0531-67967788

周五
山 东 新 闻 大 厦

（二楼自助餐）

门市价5折优惠（每卡仅限一人自助餐
半价）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14日不
参加活动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6号 0531-89936003

周六

椒艳时光
（恒隆店）
（华强店）
（北园店）

仅限菜金半价（酒水、烟、饮品、甜品除

外）2014年2月1日不参加活动

1、济南市历下区恒隆广场西塔607号
2、济南市历下区华强电子世界4楼
3、济南市天桥区富雅家居1层西侧

0531-67967799
0531-67757766
0531-85988688

周日
东方肥牛王

（历下店）

仅限菜金半价（火锅类五折，锅底、小
料、酒水、饮料、高档菜除外）2014年2月
2日不参加活动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5732号（省司

法厅对面）
0531-82666077

一重礼：激活首刷50立赠50移动
话费。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申
请华夏信用卡的新户主卡持卡人，在
核卡后40天内激活信用卡且单笔计积
分交易满50元，即可短信报名参加
“首刷50立赠50元移动话费”活动。

二重礼：必胜客半价(10元)享早
餐。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每天早

7：30-10：30)，华夏信用卡持卡人在
必胜客指定餐厅即可半价享受原价20

元的经典美食套餐A。
三重礼：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

日，华夏信用卡持卡人在大歌星
KTV，可以20元尽享各场次欢唱，最
高可达 6小时。欢唱电话： 0 5 3 1—
66568552

贺贺岁岁黄黄金金饰饰品品陆陆续续上上市市
近日，马年贺岁黄金饰

品陆续上市。在泉城路某金
店，马年的生肖摆件和贺岁
金币、金条已经摆放在醒目
位置。据介绍，一般认为马

年属于寓意较好的年份，很
多马年黄金制品都被赋予了
好彩头，马上发财、马到功
成等美好寓意也成为吸引客
户的因素之一。

今年以来，济阳农商银行
落实“四字要诀”，提升信贷人员
职业素养，强化信贷投放，推动
实体经济发展。截至11月末，该
行共发放实体贷款余额24 .93亿
元，较年初增长3.7亿元。

以“德”树形象。济阳农商
银行持续开展了以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建设为
主题的道德教育活动，加强对
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和职业
修养教育，培养作风清廉、品
德高尚、办事谨慎的优良作
风，树立品德高、办事牢的良
好信贷人员形象，不断提高
社会知名度，打造贷款优势
品牌。以“勤”强业务。该行重
点引导信贷人员转变工作作
风，主动走出去，挖掘市场潜
在客户，提升业务拓展能力，
做 到 勤 调 研 ，勤 考 察 ，勤 联

络 ，保 障 资 金 放 得 出 ，收 得
回，确保运营安全。同时通过
举办银企洽谈会、业务产品
宣传会等方式，营造全员营
销 氛 围 ，推 动 业 务 发 展 。以

“学”增知识。该行通过建立
定期学习制度，持续加大培
训力度，督促业务人员及时
了解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增
强政策制度解读能力，全面
落实信贷管理办法，严格执
行操作流程，不断提高综合
操作能力。以“查”促管理。为
提高信贷制度执行水平，济
阳农商银行成立了贷款辅导
检查中心，增设了信贷资料
审查岗位，坚持检查与辅导并
行，保证操作手续合规合法，
督导信贷工作人员高效办贷，
合规操作，切实提高信贷管理
水平。 （修丽萍 文兰兰）

济阳农商银行：

““四四字字要要诀诀””提提升升素素质质
推推动动实实体体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为延续“金融知识进万
家”活动，全心全意为客户提
供常态化、长期化的便利金融
服务，促进人民币健康流通，
章丘农信社针对小面额票币
紧缺及残损币难以流通的实
际情况，积极开展上门兑换零
币、以旧换新服务活动。

自活动开展以来，章丘农
信社工作人员深入零残币集
中的农村集市、超市、药店、企
业等地开展兑换服务，有效满
足了柜台营业兑付、超市和服
务行业客户对零钱及残损币

的兑换需求，赢得了广大客户
的称赞。

本次活动，共计为130余
家商户提供上门服务，兑换1
元以下零币及残损人民币80
余万元。其中，辖内龙山信用
社辛寨分社采取主动对接的
形式与济南惠松机械有限公
司建立了零残币定期兑换业
务关系，活动期间回收兑换零
残币共计40000余元，解了客
户的燃眉之需，进一步提高了
农信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高玉凤 马汝广)

兑兑换换零零币币到到村村头头

金金融融服服务务进进万万家家
章丘农信社开展零残币上门兑换服务

11月30日，山东经广理财
大讲堂《掘金改革新政》主题
报告会成功举办，活动由中国
金融在线集团、金融界、证金
贵金属主办。

本次报告会邀请了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
春学博士和清华大学互联网
金融实验室总监、清华控股家
财网总经理何建波先生，分别
做了《对“三中全会”改革精神

的几点思考》和《大资管时代
的理财与投资》的主题演讲。
会场内座无虚席，300多位市
民聆听了报告会。

整场报告会主要就如何
掘金改革新政进行了分析。报
告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只有
吃透政策，才能挖掘红利，收
获真金白银。

(财金记者 季静静)

专专家家指指点点如如何何掘掘金金改改革革新新政政

多滋生活十元以上饮品

天天半价！

华夏银行信用卡 多重好礼天天有

活动规则：

1、本次活动适用于济南地区
华夏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每张卡
在每个活动商户消费菜金200元内
享半价优惠，超200元消费每单上

限优惠100元，每日仅可享受一次
(详见各餐饮商户店堂公告)。

2、本次活动不与店内其他优
惠同享，优惠不可折现。客户持
华夏信用卡消费后，凭POS签购单
在商户处做登记。

3、华夏银行济南分行保留临
时更改活动商户的权利，并在法
律法规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
保留对该活动的解释权。
详情请咨询：400—66—95577

0531-8703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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