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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城城部部分分银银行行利利率率封封顶顶上上浮浮3300%%
中小银行行动快挖客户，大银行慢半拍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赵兴超) 1日，央行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同时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
整至1 . 3倍。记者从泰城各家银
行了解到，有部分银行已实行一
浮到顶，其余银行执行原有10%
或20%上浮比例。

1日，按照央行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计划，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 率 下 调 0 . 2 5 个 百 分 点 至
5 . 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
调0 . 25个百分点至2 . 5%，其他各
档次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活期
存款利率保持不变。2日，记者从
泰城多家银行了解到，各银行均
按照新利率执行，活期存款利率
0 . 35%，三个月定存2 . 1%，半年
期定存2 . 3%，一年期定存2 . 5%，
两年期定存3 . 1%，三年期定存
3 . 75%。

降息后，对市民影响最为直
接的一方面就是存款利率。虽然
各期限利率都进行了下调，但此
次降息伴随提高存款利率浮动
空间到1 . 3倍，实际影响并不大，
个别存期利率反而有所增加。此
次调整后，如果按照1 . 3倍上浮
执行，活期利率将达到0 . 455%，
比之前上浮0 . 035%；三个月利率
上限2 . 73%，下降0 . 09%；半年利
率2 . 99%，下降0 . 07%；一年期利

率3 . 25%，下降0 . 05%；两年期利
率4 . 03%，上浮0 . 01%；三年期利
率4 . 875%，上浮0 . 075%。

1日，记者从泰城各银行了
解到，多数银行暂时还没有明确
拿出存款一浮到顶的政策，大多
执行原先1 . 1倍或1 . 2倍上浮政
策。而包括泰安市商业银行等在
内的部分银行，则已率先打出一
浮到顶30%的宣传。某国有银行
东岳大街二级支行负责人告诉

记者，央行上次降息上调动空间
的政策才刚刚执行，新的浮动空
间政策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才
会具体执行。某城商行城区一网
点大堂经理表示，第一时间推出
1 . 3倍上浮利率政策，也是为了
争取更多客户，特别是从其他大
型银行挖来倾向于定期存款的
客户，这也符合利率市场化的方
向。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赵兴超) 保证本金和保底收益
的银行代销保险产品，银行向市
民主动说明了几乎所有风险事
项，却仍被市民拒绝，只因为市
民五年前存款时被忽悠买成了
保险。部分市民被个别银行和保
险公司之前的不规范销售行为
伤了心，银行代销保险产品有点
难卖。

“大爷，我们银行代理保险公
司销售了一款分红型保险，保证
本金和固定收益，年化收益率
4 . 0%，您看一下？”“不要不要不
要，我就是存定期，别的保险都不
要。”前几天，在东岳大街一处国
有银行网点，银行柜员张女士向

市民推荐保险产品时又吃了闭门
羹。张女士说，偶尔有一些比较合
适的银行代销保险，收益水平和
风险都不错，但就是卖不出去，

“这款保险确实很不错，有重大疾
病 保 障 ，年 化 收 益 率 还 能 到
4 . 0%，赶上两年期定存利率，而
且收益是固定收益，也承诺保本。
可是推出半个多月了，一份都没
卖出去。”

一听到保险的名字，到银行
存款的阳光花园小区陈女士就
连连摆手，2010年她存款时被忽
悠买成了一份万能险，原本今年
到期，没想到到期后还要等5年
才能领取。“以后只要是银行卖
的保险，我都不敢买了，收益再

好也不心动，说的和做的不是一
回事，怎么相信啊。”陈女士的说
法，和许多曾经在银行代销保险
产品不规范时期受过伤的市民
基本一致。

“现在银保产品有点打不
开局面，和之前个别银行和保
险公司的不规范销售直接相
关。”某国有银行财源大街网点
工作人员说，曾经因为存单变
保单、隐瞒风险等行为给客户
造成被动影响，导致了现在这
一状况。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银
行代销保险产品的逐步规范，
市民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拒绝
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银银行行代代销销保保险险难难叫叫座座
市民：五年前存款“变”保险还没取出，不敢再买了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赵兴超) 携带大量现金不安全
便捷，春节期间汇款遭遇难题
的市民，可以试试能免汇款手
续费的这些转账方式，包括手
机银行、第三方支付、证券账户
等，都能帮您解决汇款手续费
问题。

2月28日，在东岳大街火车
站建设银行网点，刚给远在东北
的父母汇完钱的李先生，拿着汇
款单说，“年前没来得及汇钱，年
后给老人补上。老家在镇上没建
行，只能跨行汇款，还得拿手续
费。”记者从泰城多家银行网点
了解到，春节前后转账汇款业务

量增加了不少，多数都是跨行跨
地汇款，许多人都习惯了到银行
网点汇款，网点压力陡增，实际
上，还有许多方式可以使用，而
且能免单手续费。

“手机银行是免转账手续费
的。”中国银行东岳大街一处网
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中行执行
的这一政策，得到许多客户喜
爱。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则说，目
前手机银行转账最低能到3折，
省去一多半手续费。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等，对手机银行转账也
都有手续费两三折的大幅优惠。
相对于手机银行，各家银行的网
上银行也有转账手续费打折，相

比之下网银折扣幅度多在5折左
右，力度略小。

记者在一家第三方支付平
台看到，为了吸引市民使用，也
打出了转账免费的宣传。市民只
需要将自己银行卡绑定在平台，
把钱先从银行转入平台，然后在
平台操作向外转出，手续费自然
而然就省去了。

“我还用过证券账户免费转
账。”热衷股市的市民周女士说，
不过这一招仅限于自己的银行
卡互相转账。她把钱先从银行卡
转入证券账户，不用到银行取
款，再从证券账户向自己另一张
银行卡转钱。

汇汇款款省省手手续续试试试试这这几几招招
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证券股票账户都能省

泰安市农村信用社

牵手乡村文明共建和谐新农村

近日，肥城市安庄镇下
江村将一面“携手共建新农
村 共创和谐大家庭”的锦
旗送到泰安市农村信用社
肥城市联社，以此表达对肥
城市联社帮扶共建的感激
之情。

据悉，近年来，泰安市
农村信用社肥城市联社充
分发挥省级文明单位的示
范带动作用，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主动响应肥城市委宣

传部关于开展“双帮双联-
文明单位牵手乡村文明”活
动的号召，与肥城市安庄镇
下江村结成文明共建帮扶
对子，帮助该村建成了文体
大院，使村民有了专门的休
闲娱乐场所，丰富了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乡村
文明，构建和谐新农村提供
了有力支持，受到社会的广
泛好评。

(户安乐 房燕)

下江村为肥城联社赠送锦旗。

选择最低还款

算清循环利息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 年前大手大
脚刷卡消费，年后随着还款
日临近，“算总账”的日子也
来了，许多持卡人才发现有
点还不起，选择最低还款的
方式。而许多持卡人不清楚
的是，最低还款产生的利息
也要计入未还本金，产生高
额循环利息。

2月27日，刚刚上班的
刘先生，查询了上个月信用
卡账单，看到欠款金额为
15000多元，大部分是过年
前给家人、亲友购置年货和
礼物的消费。虽然心里多少
有点谱，但还是被这么大的
欠款数额吓住了，手头预留
资金不足。考虑了半天，刘
先生决定选择最低还款，但
循环利息又让他觉得“难
缠”。

按照银行规定，持卡人
选择最低还款，可以在第一
个还款日前偿还最低1 0%
刷卡金额，剩余部分转移到
下一个月，直到有能力完全
偿还。刘先生的15000元欠
款，第一个月除还上1500元
最低还款额外，还要支付万
分之五未偿还部分的利息。
这笔利息直到他还清所有

欠款前，每个月还款日都会
计算在内。

许多持卡人不知道的
是，除了未偿还金额的罚
息，有的银行还收取全额刷
卡金额罚息。同时，未偿还
部分还要收取一笔数额可
观的循环利息。刘先生账单
日为5日，到期还款日为次
月23日。1月20日消费15000
元，2月5日对账单中本期应
还金额为15000元，最低还
款额为1500元。按照现行最
低还款计息方式，3月5日的
对 账 单 中 循 环 利 息 为 ：
15000元×0 . 05%×35天(1
月20日至2月23日)+(15000
-1500)元×0 . 05%×11天
(2月23日至3月5日)=262 . 5
元+74 . 25元=336 . 75元。如
果刘先生3月份再次采用最
低还款，之前利息336 . 75元
也会被计入本金中循环计
算。

对于刘先生这样无法
当期偿还信用卡大额欠款
的持卡人，银行业内人士建
议，可以选择分期还款，能
够享受免息优惠。如果刚好
赶上银行推出分期手续费
折扣活动，还能在唯一的手
续费上减免支出。

频繁发生的跑路事件让P2P
平台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寻找一
家资金托管机构就成为其重要的
增信方法。在P2P的眼里，银行是
最佳托管机构，“银行信誉度好，
又有丰富的托管经验，我们正在
寻求与银行的托管合作。”乐投天
下相关人士向中国基金报记者表
示。但据记者了解，P2P主动寻求
银行托管已非三两日，银行一直
对此保持谨慎。

不过，就在羊年到来之际，
银行P2P资金托管僵局终于打
开。2月10日，民生银行全面推出
P2P资金托管服务，发布“网络
交易平台资金托管系统”，该平

台将在春节后试运行。
目前P2P平台资金托管以

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主，资金从投
资人银行卡转到支付公司的备
付金账户，再转移到P2P平台的
银行卡。可以看出，第三方支付
机构更多是起桥梁作用，托管作
用并不明显。而且，第三方支付
机构自身尚且存在一定风险。由
于支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许多
支付机构开始延伸服务，比如为
客户提供担保支付、信用支付、
短期结算垫款等业务，甚至还有
些支付机构深入到产业链层面，
为产业链上核心企业提供资金
流转便利和支付解决方案，个别

支付机构还存在客户信息泄露
风险。

和民生银行首批签约的除
了人人贷，还有民生易贷、积木
盒子、玖富等。据民生银行资产
托管部总经理张昌林在发布会
上透露，民生银行资金托管平台
是在监管层鼓励先行先试的基
础上成立的，筹备过程中得到了
监管层的指导。民生银行此次和
P2P的托管合作和以往风险准
备金托管不同，据张昌林介绍，
该系统将确保项目与投资资金
一一对应，坚持实名验证，明确
资金流向，监控交易行为。

据中国基金报

PP22PP正正式式跨跨入入银银行行托托管管时时代代
民生银行全面推出P2P资金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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