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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渐涨，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

岁岁末末迎迎来来全全民民理理财财盛盛宴宴
一转眼来到12月，不少人开始

掰着手指头过剩下的二十几天。临
近阳历年底，有的忙着做年底冲刺，
有的已经开始着手忙着做年终总
结，也有的开始查自己的银行卡余
额，看看这一整年的收成……2013
年，在各种“宝”竞相出世的一年里，
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逐渐成为

“囊中羞涩”者理财的利器。岁末也
将迎来一场全民理财的盛宴。

临近年底，银行资金因为年终

考核等因素会出现紧张局面，银行
也往往会通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
来吸纳存款。“最近手机上接到了很
多银行理财产品的短信，收益还比
较高，有些产品都快要接近6%了。”
刘女士说，自己之前就比较爱买理
财产品，但是收益大部分都在4%-
5%之间。目前各行的理财收益比较
高，刘女士也在选择适合自己的产
品。

相比较于高门槛的银行理财产
品，资金比较少的理财者也有了更
多的选择，余额宝以非常低的准入

门槛吸引了众多小型投资者，半年
来，余额宝以稳定的收益越做越强，
引得无数互联网开始涉足相似的理
财服务，各种理财“宝”的出现也为
小型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
会。“刚工作没多久，购买理财产品
也没那么多存款，就把闲置的钱存
在了余额宝上，但是，我也大体计算
了一下，收益竟然比银行定期还高，
而且，随用随取，又比定期划算。”女
生小张说，看到几十块钱的收益，也
会满心欢喜，这毕竟也算是理财的
起步。

日前,记者从兴业银行滨州分行
了解到,该行于即日起至12月9日发售
多款理财产品,产品涵盖私人银行、天
天万利宝系列、现金宝系列等种类丰
富的产品,帮助投资者获取更多投资
收益。

据悉,即日起至12月9日期间,兴
业银行推出私人银行客户专属人民
币理财产品,投资起点100万元,65天、
239天理财期限,预计年化最高收益率
分别可达6.5%、6.7%。

同期,兴业银行推出天天万利宝
系列理财产品,投资起点5万元,35天、
63天、91天、182天、365天理财期限,预
计年化最高收益率分别可达5 . 75%、
5.8%、6%、5.8%、5.8%。

同时即日起至12月8日期间,兴业
银行推出天天万利宝夜市版理财产
品,其投资起点为5万元,45天、91天理
财期限,预计年化最高收益率可达
5 .6%、5 .9%，每天18:00-24：00可轻松
购买。另外，兴业银行在售理财产品

中“天天万利宝”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值得大家关注，14天、28天期限，
预计年化最高收益率分别可达5.4%、
5.6%。

兴业银行滨州分行理财师表示,
兴业银行近期推出的理财产品十分
丰富,期限多样且预期收益率相对较
高,能够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值得
一提的是,同名他行借记卡来兴业购
买理财产品还可享受免费刷卡服务。

(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苏鑫)

兴兴业业银银行行发发售售多多款款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工商银行滨州博兴支行

以“市场”思路开拓个贷业务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
滨州博兴支行高度重视个
人贷款业务发展，充分发
挥个人客户经理的资源优
势，不断加大营销力度，个
贷人员牢固树立“服务第
一、客户至上”的理念，日
常工作中实行首问负责
制，牢固树立“跟着市场
走、围着客户转”的营销服
务理念，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

该行始终坚持组织员
工业务学习和培训，特别
是对新业务进行集中学习
和讨论，加强对业务的熟
练度和认知度，在营销工
作中能够准确把握尺度，

熟练解答客户提出的要
求，有效地提高办理业务
的速度。选派业务精英深
入楼盘现场及时把个人贷
款新政策及时传达到企业
及售楼人员，深度挖掘项
目开发贷款所带来的按揭
资源，杜绝按揭资源的流
失。积极推进重点市场的
开发拓展，使新市场成为
个贷业务发展的重要资
源，培育个贷业务新的增
长点。开展重点客户目标
深度营销活动，明确目标，
专人负责，深入各大商区，
积极向商户推介工行业务
产品，充分满足商户的多
元化融资需求。(崔亦通)

太平人寿升级“爱心书屋”公益项目 20套“爱心书架”投入使用

继“太平爱心书屋”在128所贫
困学校安家落户之后，太平人寿在
2013年再次对该项公益活动升级，
除携手社会爱心人士继续募集书
籍，还与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合作，
通过定向资金投入的方式，为20所
特困学校配备“爱心书架”，以完善

“爱心书屋”的配套设施，让孩子们
在更加舒适整洁的环境里享受精神

食粮。目前，20套“爱心书架”已陆续
进入校园并投入使用。

截至目前，太平人寿已集合
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募集图书63
万册，128个“太平爱心书屋”的图
书数量和品种得到进一步的丰
富。与此同时，20套爱心书架也与
今年新募集的图书一起进入校
园，共同成为孩子们畅享知识海

洋的珍贵场所。在捐赠之前，太平
人寿特别安排专人到各学校进行
实地考察。为保证捐赠书架的结
实耐用，工作人员也经过多方调
研比较，选择高品质、高信誉的供
应商，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订制
钢板书架，力求为孩子们营造一
个更好的读书环境。

(通讯员 刘学静)

2013年12月1日，上海
大众斯柯达品牌推出了旗
下高性能纯正德系SUV车
型Yeti野帝，霸气亮相美丽
的海城---青岛。大众斯柯
达领导、经销商以及媒体
记者出席上市发布会现
场。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
推出的首款SUV车型，Yeti
野帝自9月在成都车展亮

相以来，凭借着硬朗自信、
简约大气的独特外形就赢
得了高度好评。此次上市
的Yet i野帝共推出7款车
型，价格区间为1 6 . 5 8—
24 . 18万元。

由上海大众斯柯达精
心研制全力打造的新型越
野车Yeti野帝，搭载了大众
汽车集团极负盛誉的TSI

发 动 机 ，提 供 1 . 4 T S I 、
1 . 8TSI两种动力选择，匹
配以高性能的6速DSG双
离合变速箱、7速DSG双离
合变速箱和5速手动变速
箱三款变速箱选择。这款
SUV不仅拥有灵动智慧的
空间表现、从容便捷的行
车配置以及无忧贴心的安
全保护，更以个性鲜明的
设计风格和强悍出众的性
能表现展现出开拓生活、
主宰真我的品牌理念。

在SUV市场，斯柯达
Yeti野帝的出现可谓让人
眼前一亮，独特的越野风
格设计为消费者带来与众
不同的视觉享受，随着Yeti
野帝的推出，上海大众斯
柯达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了产品架构，实现对国内
炙手可热的SUV市场的覆
盖，品牌综合竞争力有效
提升。 （刘建波）

斯柯达野帝大华中区上市

25年来，奥迪品牌在华
累计销售200万辆，其中，国
产车型占87%以上，展现出"
全价值链本土化"带来的强
大体系能力。在此基础上，
中德双方将在更广阔的领
域开展全面合作，为一汽-
大众奥迪打开面向未来的
广阔发展空间,继续引领中
国高档车市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秦焕明表示：

“凭借中德双方在先进技
术、制造工艺、管理理念以
及市场理解上的深度融
合，在一汽与奥迪25年的
合作中，学习、引进、消化、
吸收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

验，已经融入到一汽-大众
从研发到生产、从管理到
经营的全价值链中，并转
化为自主创新的强大支
撑。面向未来，我们将以更
开阔的眼界、再创新的勇
气，在新能源应用、新技术
研发、零部件采购等各方
面与奥迪开展更深层次的
合作。”

奥迪公司管理董事会
主席施泰德表示：“历经25
年的合作，奥迪与一汽已
成为彼此信赖的伙伴。随
着双方合作内容和范围的
扩大，奥迪的 '第二故乡
'——— 中国将有力提升奥
迪品牌在全球高档车竞争

中的地位，为奥迪在2020
年成为全球第一高档车品
牌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今，一汽-大众已经
拥有长春和佛山两大国际
领先的高档车制造基地，打
造了一支世界级的本土零
部件供应商体系，具备了从
车型设计到实验认可的全
阶段整车研发能力和成熟
的高档车本土开发实力，掌
握了"铝制车身部件全工序
生产"等行业领先技术，并可
完全按照德国现行的整车
试验流程进行整车试验。这
表明，一汽-大众奥迪的"全
价值链本土化"已经从量的
积累转向质的提升。

一汽携手奥迪25年，共创200万辆荣耀

翟王镇全力做好玉米棉花良种补贴

为切实做好玉米、棉
花良种补贴工作，及时落
实好党的惠农政策，将补
贴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
翟王镇党委政府及时召
开党政班子会，成立玉米
棉花种植补贴项目实施
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组织
补贴工作，调查审核补贴
对象，建立完善玉米棉花
种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确保核定工作准确、及时
完成，切实做到公平、公

正、公开。
经过农民自报，村委

会核实，公示，确定，财政
所汇总，公示，确定全镇
玉米种植户数9584户、面
积51722 . 64亩、发放资金
517266 . 4元；棉花种植户
数351户、面积564 . 34亩、
发放资金8465 . 1元。在申
报工作中各环节措施得
力、程序严密、手续规范
完备、数字真实准确。
(通讯员 李敏 张星)

本报记者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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