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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信用社

大力扶持养牛业

庆云联社

“上门服务”送真情

七七天天小小长长假假，，人人““休休””钱钱不不““休休””

建行德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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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联社

存款增长超3亿

本报1月13日讯 近日，
记者从多家银行官方网站了
解到，随着银行揽储节点的结
束，理财产品收益率出现了小
幅的回落。各大银行2014年发
售的多款银行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率普遍下降。

据悉，2013年年末，银行
低风险的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
均在6%左右，个别产品收益率
甚至达到了6 . 8%；元旦过后，
记者发现，月初起售的多款银
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普遍在6%以下，其中，即便是
同类产品，多个产品收益率均

低 于 年 前 。如 建 设 银 行“ 乾
元—共享型”2013年第345期，
12月25日起售，63天，收益率
6 . 1 0%，而“乾元—共享型”
2014年第1期，1月2日起售，35
天，收益率仅为5 . 70%。业内人
士分析，年底是各大银行账目
结算的节点，银行为了保证充
足的资金，会通过提高理财产
品收益率来吸收大量存款，关
键节点一过，银行对资金的需
求已放缓，资金压力减小，理
财产品收益率下降也就顺理
成章。

“虽然近期理财产品不会
继续冲高，但春节前仍是银行

的销售旺季，也仍会保持较高
位运行。春节前，银行短期较
高收益率理财产品还将发售，
而这类产品看似收益率高，但
因投资期过短，实际收益率并
不可观。因为理财产品通常都
有一个募集期，这个期限三五
天甚至十天都有，再加上到期
当天停止计息，资金第二天或
更晚才能到投资者账户，39天
理财产品实际占用资金时间
其实达到了近50天。此外，每
年春节后理财产品收益率都
是大幅下滑，而短期理财产品
到期后，恰好是低谷，因此建
议手中资金闲置时间较长的

投资者，最好是在春节前考虑
购买收益率适中的中长期理
财产品，锁定收益。”一家国有
银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

此外，2013年央行全面放
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以
及银行“钱荒”事件的暴露，将
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和收
益率逐渐推向新高，其余温延
续至今。所以年初理财产品收
益率虽有下降，但仍高于去年
同期。对于2014年的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率走势，业内人士认
为，收益率会在现有基础上缓
慢提高。

(财经记者 孙萌萌)

平原县腰站镇南街村农民王兴亮，
在信用社100万元贷款的扶持下，办起了
奶牛养殖和肉牛育肥场。如今，在平原县
像王兴亮一样，在信用社扶持下办起来
的大型奶牛和肉牛养殖场已有10多家，
成立养牛合作社6家，带动全县养牛大户
2000多个。

平原县共有耕地80多万亩，农作物
秸秆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畜牧养殖业。
县农村信用社抓住这一优势，大力扶持
农民发展养牛业。他们从高起点、规模
化经营抓起，在贷款上重点扶持农民
建立家庭式奶牛和肉牛养殖场，首先
把养牛场培育成龙头，再通过成立合作
社的形式带动养牛大户发展，进而促进
全县养牛业的全面开花。近两年来，平原
县农村信用社已累计发放养牛贷款9000

万元，奶牛和肉牛的存栏量分别达到了
3000头和8万头。 (高玉才 董业勖)

年末岁尾，正值揽存旺季，庆云联社
抢抓时机，采取城乡差异化营销的措施，
促使10天存款增长超3亿元，为各项业
务发展谋划新突破奠定基础。对城区
市场，该联社实行划片分区，重点对国
土局、财政局、水利局及龙头企业等单
位进行营销，落实对接网点，“无缝隙”
营销死盯财政性资金及企业闲置资金；
对乡镇市场，该联社利用年末务工人员
回乡、资金回流等时机，逐家逐户走访，
了解农户目前生产及生活困难，并尽自
身最大努力给予帮扶，增进社农感情，营
造浓厚的社会口碑，拉动存款大增长。截
至1月12日，该社各项存款余额达24 . 05亿
元，较年初增长3 . 15亿元。 (王新波)

到目前为止，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已
发放计生扶贫贷款300多万元，帮助60户
贫困独生子女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是该
县信用社开展“双进共建文明幸福家园”
活动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去年7月，平原县农村信用社与县计
生委、县妇联在全县联合开展了“双进共
建文明幸福家园”活动，即：致富项目送
进村，技能项目送进户，携手帮助计生
贫困户脱贫致富。县计生委负责推荐
扶贫计生对象，县农村信用社负责信
用考察和贷款发放，并与县妇联联合
对扶贫计生户给予致富项目推荐和技术
培训。到去年底，全县已考察扶贫计生户
150户，推荐扶贫致富项目85个，技术培
训120多人。目前，双进共建活动正在全
县扎实推进。 (高玉才 董业勖)

平原信用社

推进双进共建活动

“多亏信用社的同志上门服务，我才
能及时把钱取出来，给我老伴治好病
啊！”庆云县尚堂镇村民候凤力激动地
说。2013年以来，庆云联社坚持差异化服
务理念，以客户为中心，推出“上门服务”
送真情活动，通过对辖内行动不便、重病
在家的顾客建立重点帮扶台账，关注特
殊人群的金融消费需求，在符合规定的
前提下，简化业务流程，并上门“手把手”
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便捷支付渠
道，实现“特事特办”，切实为特殊金融消
费人群解决实际困难，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 (范玉超)

2013年，建行德州分行全
力强化信贷投放，优化客户服
务，为全市优化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
助力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骨干企业信贷投放取得新
成效。2013年，累计投放对公贷
款90 .29亿元，同比多增18 .54亿
元。为德城区以外各县市及两区
累计投放大中型和小微企业贷
款78 . 6亿元，贷款余额新增
13.11亿元，增速32.3%。

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有了
新提高。截至2013年底，建行

德州分行已发展“助保贷”客
户60户，贷款余额4 . 17亿元，
比年初增加22户，贷款增加1.57
亿元。为60户小微企业发放“善
融贷”3954万元，比年初增加54
户，贷款增加3664万元。截至年
底已办理小微企业“网银循环
贷”18户，贷款余额1626万元。

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有
了新发展。累计发放小微企业
贷款23 . 09亿元，为363户小微
企业提供了贷款支持。中小微
企业贷款比年初增加102户，
贷款余额19 . 39亿元，比年初
增加7 . 8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增速为31 . 79%，高于全部贷款
增速14 . 9个百分点。

支持“三农”和城镇化建设
有了新突破。目前，德州建行重
点支持了禹城、临邑、齐河县共
5.8亿元新农村建设项目。

个贷业务投放取得新进
展。截至2013年底个人贷款余
额51 . 78亿元，发放16 . 14亿
元，新增9 . 34亿元，个人贷款
在全行非贴贷款的比重提升
了2 . 5个百分点。其中发放住
房贷款15 . 91亿元。

建行服务社会的形象有
了新提升。全行服务工作、电

子银行、内控与基础管理考核
列系统第1位；全年新增自助
银行25处、自助设备70台，方
便了市民办理业务；获得山东
省服务名牌、山东省道德建设
示范基地、山东省精神文明单
位荣誉称号，是全市唯一一家
获得山东省道德建设示范基
地的金融机构。同时，被齐鲁
晚报“2013德州行业总评榜”
评为年度最佳服务银行、德州
最具影响力银行、德州最便捷
信用卡产品银行、德州百姓口
碑最佳银行等称号。(财经记者

孙萌萌 通讯员 季宁)

春节临近，无论是单位
还是个人，都开始资金回笼，
但是资金回来以后，面对长
达七天的长假，如何让钱生

“钱”呢？有以下几种理财方

式供大家参考。
一是购买理财产品。理

财产品的优势是收益高、期
限多样，资金安全；理财产品
的缺陷是有时间限制，规定
什么时间到期就什么时间到
期，中间无法提前支取。如果
资金合适、时间合适，建议首
选人民币理财产品。如购买
目前中行销售的35-60天的
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预
期收益率在5-5 . 5%之间，假
设按35天理财产品计算，10
万元理财产品的预期到期收
益为479 . 45(35天*10万*5%
/365天)元。如果时间不合
适，过完年就用的话，建议购
买中行日积月累日产品，该
产 品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2 . 3%，是活期存款利率的
6 . 3倍。假设将10万元钱用

于购买12天的日积月累产
品，预期到期收益为2 . 3%/
365*12*100000=75 . 61元，而
同 期 限 的 活 期 利 息 仅 为
0 .35%/360*12*100000=11.67
元，两者相差63 . 94元。

二是购买货币型基金或
理财型基金。这两种产品都
是保本型的基金，1000元起
点，但收益不确定，有高有
低。目前货币基金的7天年化
预期收益率都在4%以上，有
的甚至达到6 . 7%左右，收益
还是非常可观的。

理财型基金是周期型产
品，比如中行目前发行的7
天、14天、21天、30天和60天
的中银理财基金，其中21天
的理财产品收益曾最高达
8 . 641%，目前收益都在5%
以上。购买该理财产品要关

注赎回日期，如在赎回日不
能按期赎回，资金就会自动
滚到下一期，需等下一个周
期期满后才能赎回。为方便
大家计算赎回日期，中银基
金网站有赎回时间计算器，
可以告知您赎回时间。

做理财要适合自己，目的
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增值，要
量力而行，不可强求。同时建
议您到银行开通网上银行，在
网银上操作不仅安全快捷，也
省去了银行排队的麻烦。

崔小园，中国银行德州
开发区支行理财经理，高级
金融理财师，获得AFP资格
认证，保险从业资格，在出国
留学、外汇市场、基金市场具
有丰富的理财实践经验。联
系电话：0534-2755776。

中国银行德州开发区
支行理财经理 崔小园

1月9日晚，获奖2013年
度“优质文明服务先进单位”

“综合考评先进单位”等称号
的2 4个先进集体，以及获得

“文明服务标兵”“先进工作
者”等称号的 1 0 1 名先进个
人代表，披红戴花走上德城
区农村信用社新年“春天行
动”业务推进动员大会的领
奖台，受到了隆重的表彰。本
次会议，既是总结2013年成
绩、共贺发展成果的庆祝会，
又 是 一 次 加 油 鼓 劲 、奋 战
2014年一季度“春天行动”的
动员会，极大地调动了全体
员工创先争优、服务社会的
工作热情。

2013年，是德城区农村信
用社激情创业、硕果累累的一
年，各项经营指标创出了历史
新高，全年存贷款规模快速膨
胀，103台自助设备全面上线，
电子银行实现突破性进展。
为助推中小企业发展，创新
推出了贷款“短快通”、“无缝
隙 服 务 ”及“ 不 抽 回 资 金 承
诺”三大拳头产品 ,设立了全
省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专营
机构和全市农信系统首家社
区金融便利店。联社荣获得
全国“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
境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被授
予“德州市双十佳服务银行”
称号等。2014年，该联社将积

极打造金融行业文明服务旗
帜单位，力争带给广大客户一
个全新的专业服务体验，以优

异的成绩更好地为德州经济
发展服务。（刘玉磊 孙海
敏/文 刘文祥/摄）

德德城城区区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注注入入““春春天天行行动动””正正能能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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