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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银银行行排排队队取取号号 市市民民先先得得刷刷卡卡
好多人觉得变繁琐，银行称便于业务分流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原先到银行办业

务，手指一点打出排队号就行
了，而近些天不少网点的排号
机要求市民必须刷卡，部分人
感觉过于繁琐有点不方便。1 3

日，银行方面称此举是为分流
不同客户和业务，方便市民提
高排队效率。

1 2日，接到亲戚电话借钱
的张先生，急匆匆来到东岳大

街中段一处银行网点，拿着2万
元准备汇款。来到排号机前，张
先生用手在触摸屏上点了一
下，等着机器吐出排号的纸条，
可等了半天没反应。又按了几
次，机器还是没出号。这时，从
远处走过来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他要刷卡或存折才能取号。

“什么时候取号也得刷卡了？”
张先生不解，但他没带银行卡，
工作人员就帮他取了一个号，

让他先去等着。等待的时候，张
先生发现和他一样，不知道取
号还得刷卡的人还真不少，有
的没带卡，有的找不到刷卡口
不知道怎么刷，“这样就耽误了
不少时间，根本没必要啊。”

记者走访泰城部分银行网
点发现，近期有一些银行网点的
排号机不约而同地都开始要求
客户刷卡办理业务。在长城路一
处工商银行网点，排号机在门

口，一些市民在门口不知道怎么
取号，走到大堂后被工作人员告
知要刷卡，然后再在工作人员带
领下，回到门口刷卡取号。在岱
宗大街一处银行网点，一名上了
年纪的市民看到取号机上写着
刷卡取号，拿着存折尝试着刷了
两次都没刷对方向，也是在工作
人员帮助下才刷出号码。

对于取号机要求刷卡才能
取号的情况，一些市民表示有些

不太理解，“以前取号的办法就
很好，怎么突然换成刷卡取号，
多出了一个不必要的步骤，太繁
琐了。”某国有银行网点大堂经
理解释说，让客户刷卡取号的目
的，主要是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
和情况，分门别类让客户到不同
窗口办理，科学分流客户需求，
提高排队效率。一般取号机都有
工作人员值守，如果有不懂的，
可以直接让工作人员协助。

农业银行：

调整部分产品预期收益

中国农业银行对“金钥匙·安
心得利”三款人民币理财产品调
整预期收益率如下：“金钥匙·安
心得利·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从
6 . 10%调整至5 . 45%；“金钥匙·安心
得利·9 0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从
6 . 00%调整至5 . 60%；“金钥匙·安心
得利·181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从
5 . 80%调整至5 . 55%。

中国银行：

未授权“钱先生”网站

近日，中国银行在其网站发布
公告称，未授权“钱先生”网站销售
其理财产品。近日，该行发现一家名
为“钱先生”(www.qianxs.com)的网站
以团购方式销售中行理财产品。中
行严正声明：从未授权“钱先生”网
站及其他机构销售中行理财产品，
亦从未与其开展任何形式的理财
业务合作。该网站所列银行理财
产品及相关资金流向等内容，从
未得到中行任何形式的授权和许
可。提示广大投资者：购买中行理
财产品应到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

邮储银行：

停办网汇通业务

自2014年2月10日起，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停办网汇通业务。自
2014年2月10日起，各网点停止销
售网汇通普通卡和网汇通礼仪
卡，各网点及网银渠道停止办理
向网汇通账户充值类业务。网汇
通网站停止办理网汇通普通卡、
网汇通礼仪卡的充值和消费业
务，以及网汇通账户的跨行汇款
业务。在2014年2月10日(不含)前充
值到网汇通账户的资金，在2015年
2月10日(不含)前仍可通过网汇通
网站办理密码汇款、入账汇款业
务。

(赵兴超 整理)

银行资讯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 随着新一年的开

始，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又有了
新的气象，原先预期收益率多
不及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国
有银行，竞相发力。13日，多款
产品预期收益率超过5 . 5%，给
信赖国有大行的投资者更多空
间。

“国有银行的理财产品收
益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高了？
看着还真不错。”13日，经常购
买理财产品的李女士到中国银
行岱岳支行网点时，看到在售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时，对比
了自己手中的几只产品，感觉
和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

产品差不多。在她印象当中，国
有银行理财产品虽然也挺稳
定，但收益率上并不太突出，所
以一般都是从股份制银行和城
商行购买。“好像上个月底和这
个月初的产品收益都陆续在提
高，以后得跟紧了。”李女士说。

13日，记者从工行、农行、
中行、建行四大行的在售理财
产品中分析发现，新发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确实较高，同比
于其他银行也比较有竞争力。
如工商银行两款50天左右短期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5 . 0%和
5 . 1%。农业银行一款41天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5 . 55%，一款85

天产品为5 . 65%。中国银行一款

91天产品预期收益率为5 . 85%，
一款179天产品则为5 . 7%。建设
银 行 一 款 3 6 天 产 品 收 益 率
5 . 5%，一款155天产品为5 . 7%。

根据相关统计机构数据，
去年12月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占
据首位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其
次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
行位列第三。“国有银行也越来
越重视理财产品这一产品了，
用来作为关键节点冲量屡见不
鲜，今后阶段性提高收益吸引
投资者的方式可能会越来越多
出现。”泰城一家国有大行理财
经理张先生说，国有大行固有
的稳定地位、银行信誉和服务
质量，都对吸引投资者有着较

大的优势。提高理财产品收益，
对银行和市民来说，都是双赢
的。

国有银行发力理财产品

多多款款产产品品预预期期收收益益超超55 .. 55%%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 春节期间有跨行

转账需要的市民可得注意了，
近日，央行公布2014年多次支
付清算系统的运行维护时间表
里，今年春节就有三天涉及。市
民可以通过支付宝、ATM机及
其他自助服务终端系统转账，
有需要的人尽量提早做好准
备。

近日，央行在其网站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2014年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维护
安排的通知》，《通知》说明，为
了做好支付清算系统和参与机
构前置机的运行维护，配合做

好第二代支付系统和中央银行
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的推广
工作，将在2014年全年分别进
行13次系统维护，分别为1月18

日、2月15日、2月22日、3月22日、
4月26日、5月24日、6月28日、7月
26日、8月23日、9月20日、10月25

日、11月22日、12月13日00:00开
始，08:00前结束。维护窗口开启
期间，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
跨行清算系统和全国支票影像
交换系统暂停受理业务。在
2014年春节期间，有一次支付
清算系统停运，时间从1月30日
16:00至2月2日18:30，暂停运行
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

清算系统和全国支票影像交换
系统；1月30日20:00至2月2日20:
0 0暂停运行电子商业汇票系
统。

据了解，根据央行系统维
护计划，春节期间从除夕开始
三天之内，央行系统不受理银
行发起的跨行支付业务，企事
业单位或个人通过商业银行营
业网点、网上银行等渠道发起
的跨行汇款业务将延迟至支付
系统开始运行后处理。包括银
行柜台转账、个人网上银行转
账汇款等，只要通过人民银行
系统的跨行汇款都不能运行。

“要是不能跨行转账了，春

节这三天有转账需要改咋办？”
市民李先生看到这一消息后有
点发愁，中国人民银行泰安中
心支行工作人员介绍，还有几
种转账方式可以使用。如ATM

机使用银联系统而非央行系
统，可以进行跨行转账。另外，
支付宝内部运转系统因不直接
受制于央行系统，也不受此次
系统维护影响。还有其他银行
自助服务终端、清算服务机构
所提供的网络支付方式等可以
使用。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春节
期间如确实有跨行转账需要，
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必要时
在维护前就先办理。

春节期间央行暂停跨行支付3天

用用支支付付宝宝、、AATTMM等等仍仍可可转转账账

泰泰安安市市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信信贷贷产产品品介介绍绍

种养殖贷款

产品简介：信用社向辖内符合条件

的农户发放的用于种养殖生产经营周

转的人民币贷款，贷款遵循“贷款优先、

利率优惠、余额控制、循环使用”的原

则，实行贷款上柜台。

贷款对象：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居

住或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较高经营

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二)有较为规范的种养殖基地，从

事该行业三年(含)以上，产品质量稳定、

拥有较固定的市场客户，经营效益较

好，近三年以来连续盈余；

(三)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者诚实守

信，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存量不良

借款、担保、欠息余额)；

(四)借款人具备还款能力，申请用

途合法合规，额度合理;

(五)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资产

负债率原则上在50%(含)以内，对达到种

养殖企业规模的可放宽到60%(含)；

(六)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新增保证贷款额度不得

超过30万元，超过30万元的需提供抵质

押物；不足值抵押贷款的最高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

贷款期限：根据种养殖物的生长周

期来确定。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基准利率和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幅

度以及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度要求来

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及农信社办理种养殖贷款规定的相应

资料。

还款方式：贷款期限1年以内的可采

用按月结息，一次性还本的方式；期限超

过1年的，应实行定期结息，至少每半年

一次还本，有条件的可以按季度偿还。

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向本辖区内

规范化运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

员发放的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遵

循“余额控制、循环使用、贷款优先、利

率优惠”的原则。

贷款对象：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社员。

贷款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贷款应具备

以下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

(二)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依法

从事合作社章程规定的生产、经营、服

务活动；

(三)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能

按时向农村信用社报送有关材料；

(四)资产负债率不超过50%；

(五)经营时间在一年以上(对在企

业、个体工商户基础上注册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前的经营

时间一并计算在内)；

(六)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成立以来连

续盈余，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七)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

(八)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并经过

年检的贷款卡；

(九)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结算账户，

自愿接受信贷和结算监督；

(十)当地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

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贷款应具备

以下条件：

(一)借款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二)户口所在地或固定住所(固定

经营场所)在农村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三)有合法、稳定的经营收入，具备

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四)在农村信用社开立存款账户；

(五)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无重

大不良记录；

(六)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贷款最高额度为20万

元。

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最长不

超过3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基准利率和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幅

度以及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度要求来

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及农信社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规

定的相应资料。

还款方式：根据贷款用途以及借款

人实际，可采用一次性还本付息、一次

还本、按期付息或者分期还本付息等还

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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