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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讯 央企
负责人薪酬改革已于今年初正式实
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
明确今年将推进所属地方国有企业
负责人薪酬改革。

根据各省区市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所作统计显示，全国已有北京、上
海等22个省区市明确将对国企负责
人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上海、
广东等4省市在提出薪酬制度改革
同时明确将推进包括“选聘职业经
理人试点”在内的用人制度调整，河
南、广东、山西等3省提出规范履职
待遇、职务消费或业务支出等。

事实上，广东省即已在2014年
启动省属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根据计划，改革将参照央企负责
人薪酬改革情况和广东社会平均工
资水平，对国企负责人不合理的偏
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本报讯 海信电器3月2日晚间
发布澄清公告，否认将接手索尼电
视业务的相关报道。

据悉，3月2日有部分网络媒体刊
登《重磅：海信要接手索尼电视？！》等
类似报道，主要内容包括，“因连年亏
损，索尼剥离电视业务的传闻一直不
绝于耳……如果索尼退出电视硬件
制造，转向利润更高的游戏及网络服
务、影视及音乐等业务，那电视业务
会由谁接盘呢？……中国的海信成
为最有资格接盘的厂商……”

对此海信电器表示，公司确认上
述报道内容不属实，公司无此计划。

全球最权威的Display search最
近发布数据，海信电视的全球市场
份额达5 . 9%，排名第4，海信UHD电
视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球第2。

综合

本报济南3月2日讯（记者 张
頔）“中国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巡
回路演”济南站活动2日举行。济南高
新区27家科技企业以及全国90家VC/
PE投资机构及部分上市公司参加了
本次活动。来自济南高新区的9家科
技企业通过“现场路演+网上直播”方
式进行路演展示，来自招商证券和长
江证券的分析师予以点评。

本次活动通过“中国高新区科
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网上视
频直播。该平台通过信息展示、数据
查询、路演推介、平台社交等多种服
务，促进全国各地国家级高新园区
内高新技术企业与创投机构间的投
融资信息对接。

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现场
表示，2014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到
41%，实现历史性突破。山东省正在
从由债券经济为主，向着以股权经
济为主，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着直接
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转变。

本报济南3月2日讯
（记者 刘相华） 3月2日，
位于淄博的上市公司联创节
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发行
股份以及支付现金，收购上
海 新 合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下称“上海新合”）1 0 0%股
权，整体交易作价 1 3 . 2 2亿
元，借此进入互联网营销行
业。

联创节能自去年11月20
日停牌，复牌后一字涨停，以
30 . 33元/股收盘。

资料显示，上海新合2014
年1-9月实现营收5 . 3亿元、净
利润6053万元，是国内较早提
供互联网综合营销服务的公
司之一。其客户集中于汽车和
互联网游戏两大行业，主要收
入来源于汽车行业的终端客
户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和广
汽菲亚特。

另外，上海新合净资产账
面价值（母公司）为4633 . 1万
元，评估价值13 . 32亿元较账
面净资产增值12 . 85669亿元，
增值率为 2 7 7 4 . 9 6 % 。截至
2014年9月30日，上海新合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合并口
径）为8287 . 19万元，本次评估

增值12 . 491281亿元，评估增
值率为1507 . 30%。

记者注意到，联创节能实
控人李洪国在今年2月从宁波
鑫 歆 处 受 让 了 上 海 新 合
11 . 65%股权。交易完成后，李
洪国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将由34 . 39%提高到35 . 66%，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重
组中，上海新合背后闪现阿里
系身影。据资料显示，持股上
海新合4%股权的上海阿米巴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专注于投
资互联网行业早期项目的有
限合伙制天使基金，目前已投

资25家公司。而该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的李治国曾为前阿
里巴巴云计算中心资深总监，
还曾先后担任过口碑网CEO，
前雅虎口碑商务运营部资深
总监等职务。阿米巴合伙人名
单中还出现了陆兆禧、卫哲的
名字，前者是阿里巴巴集团现
任CEO，后者则曾担任阿里巴
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和阿里巴
巴公司CEO。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创节
能将从单一建筑聚氨酯原料
供应商转变为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与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业并行的双主业上市
公司。

本报记者 张頔

降息消息发布后，各家银行陆
续对存贷款利率做了相应调整。记
者查询银行官网发现，各国有银行
均未用到最新的30%存款利率上
浮限制的额度，最高上浮幅度仅
19%。其中，中国银行的半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为2 . 55%，相比2 . 3%的
基准利率上浮10 . 8%，一年期为
2 . 75%，相比2 . 5%基准利率上浮
10%，两年期为3 . 25%，相比3 . 1%
的基准利率上浮4 . 8%。

农行、工行、交行的上述各档期
存款利率上调幅度与工行一致。建
行略有差别，其三个月定期存款利
率上浮19%，半年期上浮17%，一年
期上浮16%，两年期上浮4 . 8%。

3月2日，记者走访省城各大银
行网点发现，如果在柜台办理存款
业务，享受到的存款利率有时会高
于银行官网上公布的利率。“今天
上午刚接到通知，一年期存款利率
按照3%执行，也就是比基准利率
上浮20%。”中国银行一位大堂经
理介绍。

“这次降息后，存款利率上浮区
间在1 . 2倍的基础上可能还会上
调。”该大堂经理介绍，由于国有银
行审批程序较多，因此不会像城商
行一样马上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

“估计三四天之后网点可能会接到
上浮存款利率的通知，毕竟有些储

户对利率还是挺敏感的。”
随后记者咨询光大、中信等股

份制银行的多家网点发现，柜台执
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基本都是
3%，也就是上浮20%。“如果通过网
银办理存款业务，将会按照银行官
方网站公布的利率执行。以一年期
存款为例，网银利率上浮10%，而
在柜台办理上浮20%。”一位工行
的客服人员介绍，各支行网点对存
款利率的上浮幅度有一定的自主
权，可以在官网发布利率的基础上
略有上浮。

“其实从去年利率上浮区间扩
至1 . 2倍开始，网点执行的利率就要
高于官网了。”一位国有银行客户经
理说，当时要享受1 . 2倍的存款利
率，对存款额还有一定的要求，作为
一种吸引客户的优惠活动。这也是
利率市场化的一种表现，各家支行
会根据自身的营销需求和成本控制
等情况，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行
调节上浮幅度。

在业内看来，国有银行层级较
多，为了提高竞争力，支行网点的
利率高于官网也是适应行业竞争
的一种表现。然而机制更为灵活
的股份制银行大多没有这种区
别。“目前对存款业务，我们网上、
网下都上浮20%。”中信银行一工
作人员表示，在该行存定期，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利率都与网点同步
上浮。

3月1日央行宣布降息后，虽然国有银行官网公布的存款利率上浮程度有限，
但各支行网点都将柜台执行的存款利率上浮了1 . 2倍。这样一来，同一家银行的不
同存款渠道，上浮的幅度将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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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考核压力山大

网银网点“窝里斗”

网银

优点：不用排队，办业务方便
缺点：见不到客户，无法二次营销

网点

网银业绩归属开卡行，网点为留
住客户保证业绩，利率要比网银稍高。

降息后商业银行在存
款利率定价上更加分化。记
者统计A股上市银行3月1日
公布的存款执行利率发现，
除了个别银行存款利率实
现最高上浮30%，绝大多数
银行并未用到存款利率最
高可上浮30%的额度限制。

同时，银行与银行间存
款利率差异化定价趋势更
为明显，同一家银行不同期
限存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也
大不相同。而上次降息后，
部分银行将存款定价权限
下放到各地分行，出现了同
一银行在不同地区差异化
定价。

南京银行：存款利率全部上浮到顶
民生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21%

北京银行 宁波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
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浦发银行：一年
期存款利率上浮20%

华夏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12%

招商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10%

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最高上浮幅度19%

以上数据为3月1日降息首日各上市银行
官网公布的数据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
勇：

降息也是利率市场化的
重要部分。如果说央行规定
利率最高上浮1 . 3倍，银行都
上浮1 . 3倍，这也并不是监管
部门希望看到的，每个银行
都要根据自己经营情况制定
不同的价格水平。

随着央行利率上浮幅度
越来越大，应当有越来越少
的参与银行完全按照银行这
个额度一浮到顶。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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