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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行行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丰丰富富投投资资渠渠道道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

做做好好金金融融品品牌牌 树树立立社社会会形形象象

压压岁岁钱钱理理财财全全攻攻略略

临邑农信社

创新机制助推
现代农业发展

庆云农商银行

为环卫工人
赠送防寒服

平原农信社

支农支在实处

近年来，德城区农村信
用社紧紧围绕当地经济发
展，充分发挥点多面广、深入
乡镇的优势，坚持“面向三
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
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四个面
向，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优化服务方式、创新金融产
品，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提供“一
站式”的服务，立足实际为客
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赢得
了广泛赞誉。

开辟小微新通道

今年以来，德城区农村
信用社助力实体经济，“信贷
模式”持续创新，打造一个全
新 的“ 农 信 小 微 贷 金 字 品

牌”，设立全市首批专业化的
小微贷客户经理营销团队，
创新推出“短快通”、“快融
通”、“续贷提前批”流动资金
贷款等新产品，同时推出“无
缝隙优质服务”、“不抽回资
金承诺服务”、“差别化利率
优惠”等拳头服务,为全区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业主等，提
供一系列的快速服务、优惠
服务和增值服务，全力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跟着农民走

近年来，德城区农村信用
社积极探索金融支持现代农
业发展的新模式，率先在黄河
涯分社成立了首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专营服务机构，大力扶

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面向产业链各
个环节，支持种养大户、特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
态园区的建设发展，积极引导
馨秋、桃源等创建现代农业示
范区，先后支持德丰罗非鱼养
殖合作社、华鑫养猪合作社等
农民合作社社员贷款共2068
万元，全力助推传统农业向现
代化农业转型。

责任赢得高称赞

在经营业绩稳健发展的
同时，德城区农村信用社始终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融入到企
业发展战略之中，在慈善事业
中奉献，在扶贫解困中解囊，

在公益事业中当先，以实际行
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持之以
恒地开展扶优济困、爱心捐
款、社区服务等“送温暖、促和
谐”的爱心公益活动。开展了
服务明星评选，提高了离退休
职工的工资待遇，为每位员工
定制了生日蛋糕；组建了“飞
跃自行车队”，创立了自己的
报纸和微信平台，宣传攻势遍
布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户
外广告遍及大街小巷；开展了
金融知识万里行、金融服务进
社区、进农户、进学校宣传活
动，用大爱无疆的时机行动展
现该社心系桑梓、回报社会的
品牌形象。被授予“德州市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爱心单位”、

“德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等荣获奖项。 (孙海敏)

随着市
民手中财富
逐 步 增 长 ，
对理财投资
的需求愈发
提 高 。而 银
行理财产品
因为稳健和
可 信 度 高 ，
成为很多市
民的首选投
资 渠 道 。针
对普通市民
日益增长的
理 财 需 求 ，
建行推出了
多种理财产
品。

一、基金“定投”

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
可以从孩子小的时候伴随到
成年。未来中国经济与资本
市场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股指长期看仍处在潜力
位置，选择优质基金产品马
上介入，通过时间烫平风险
敞口，筹备一笔满足孩子未
来需求的教育金。

二、贵金属投资

金银价格经过近两年的

震荡回落，投资风险已大幅
降低。压岁钱可投资购买投
资金条或制作精美的生肖贺
岁金条。其次，选择性购买熊
猫金银币(全球五大投资币
之一)，既有纪念意义还具保
值增值潜力。另外，中国银行
新开办的积存金业务，可将
投资金条保存在银行，需要
时提出或变现。长周期看，黄
金是抗通胀的较佳产品。

三、儿童保险

考虑为孩子购买一份全

面完整的儿童保险，应包括
意外、医疗、教育这三种类型
的保障教育型少儿险。作为
更全面的保险投资，为减少
孩子及大人的后顾之忧，需
注意的是，少儿教育金保险
在投保后不能随意中断缴
费，退保将损失部分收益，这
一产品的变现能力较差。

四、理财产品

当前收益率普遍高于存
款。随着货币宽松及降息预
期提升，购买理财产品以中

长期为主，可锁定当前的高
收益，并可补充逐年攀升的
教育费用。

五、储蓄存款

是最安全稳健的投资产
品，可根据孩子的用钱时间
及金额来规划设定存款期。

六、邮票藏品

也可用“压岁钱”给孩子
购买年度邮票，既能培养孩子
的良好兴趣，又能在用钱的时
候，通过邮币市场快速变现。

2014年以来，临邑农信社通过对
接三农部门“抓”重点、上门采集信息

“送”贷款、简化流程提效率等方式，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较好地满足了临邑

“三农”方面的资金需求。重点扶持德
平富民家庭农场、临盘鱼鸭混养基地、
临南宁寺蔬菜产业园、德平龙泉御景
园等个人类客户，累计发放个人类贷
款18 . 75亿元。

今年以来，该农信社加大存款组
织力度，通过对接县注册局、人社局、
农业局、镇政府等部门，重点加大家庭
农场、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
贷款营销力度，根据不同客户群体，提
供合适的信贷产品，满足三农资金需
求。目前，已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 . 5亿
元，支持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用生
产物资，有力支持了辖内农民的春耕
生产。 (钟振华 赫立勇)

联社资讯

2月12日，庆云县城管局大院内，
庆云农商银行将272套印有“庆云农商
银行”的防寒服发放到环卫工人手中，
该行方化臣董事长向奋战在一线的环
卫工人逐一握手，对他们为城市美化
做出的贡献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送
上了新春祝福。此举不仅保障了环卫
工人冬季作业时的温暖和安全，受到
环卫工人的真心赞誉，更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吴恩峰 王新波)

今年以来，平原联社强化信贷支农
实效，抓住支农时节关键点，大力支持
农业春耕备播，他们组织信贷人员主动
深入村组，对农户购买化肥、种子、农
膜、农药、小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资金
需求，优先安排贷款资金，确保支农支
在实处。截至目前，累计投放春耕备播
贷款2 . 5亿元，较同期增长0 . 5亿元，支持
农资企业及农户购买种子115万公斤，
农机具220台，化肥农药6200多吨，完成
春耕备播8 . 3万亩，满足了当地春耕备
播的资金需求。 (高玉才 田正波)

夏津农信社

开展“反假币、过新年”
专项宣传活动

针对春节期间资金流动频繁的现
状，为防止出现不法分子将假币混在
货款里支付给人民群众的情况，山东
省夏津县农信社开展“反假币、过新
年”专项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创新反
假币宣传工作方式，通过建立公众微
信平台，扩大受众群体；在电视台、户
外LED循环播放反假币宣传片；在营
业网点设置反假币咨询服务台接待广
大客户咨询，发放反假币宣传折页，反
假币知识读本，形成“人人识假、人人
反假”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共发放
宣传折页2320份，发放反假币知识读
本167册，接待咨询40余次，进一步提
升广大客户的反假币意识，切实保护
广大群众的利益。 (程显国 杨焱)

“建行财富”系列理财产品
是中国建设银行财富管理与私
人银行部为满足私人银行客
户、高资产净值客户的多样化
理财需求而推出的。

一、建行财富

“利得盈”理财产品包括产
品收益较好、期限合理、投资方
向明确的信托贷款型理财产
品；低风险、流动性强的债券型
理财产品。

二、利得盈

“乾元”系列理财产品包括“乾
元—日鑫月溢”(按日)开放式资产
组合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和“乾元—
日日鑫高”(按日)开放式资产组合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等开放式理财
产品及“乾元—享”系列、“乾元—
赢”系列等固定期限理财产品。

三、乾元

“汇得盈”是指银行将金融
衍生工具与传统金融产品相结
合组成的具有一定风险特征的
个人外汇投资理财产品，包括
具有远期、期货、掉期(调期、互
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
的结构化产品。

四、汇得盈

网银专享理财产品仅在网
上银行渠道销售，您可以使用
我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方便
快捷，省时省力。

五、网银专享

提示：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详见网址：
h t t p : / / f i -

n a n c e . c c b . c om/
Channel/2928

详询：
建行各网点

春节刚过，孩子们都会收到多少不一的压岁钱。时至今日，多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孩子财商教育的意
义和重要性。规划地好，既可培养孩子独立理财的能力与家长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可获取较高
的投资回报。

归集以下几种理财方式，供家长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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