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认真践行
总行“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银行”
战略，通过有效搭建网络通宝业务
平台，借助“易贷通宝”等供应链融
资方案，全面支持聊城市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

2015年我行将在做好传统信
贷业务的基础上，利用我行海外资
源丰富优势，加大海外联动和板块
联动，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为
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一、2014年支持企业“走出去”工作
回顾

2014年6月份，我行以“庆祝中
法建交50周年”为契机，组织客户
赴巴黎参加了“中法中小企业论
坛”，直接与法国企业进行一对一
会谈。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生产和管理

水平，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2014年10月，我行组织客户参

加“成都中法中小企业论坛”，中央
领导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本次论坛，
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提前了
解客户、预约客户、会谈客户，以最
便捷的通道、最低的成本寻找国外
合作企业。此次活动，得到了国家
领导人的肯定,习主席鼓励中法两
国的投资合作，认可两国中小企业
面对面交流的形式。

二、2015年支持企业“走出去”
工作计划

2015年，我行将持续推动中小
企业“走出去”，逐步扩大合作国范
围，与法国、德国、意大利、马来西
亚等多个国家建立沟通合作机制，
通过投资合作论坛等方式撮合客
户资金、技术、资源的多方位合作，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1、中法中小企业论坛

2015年6月，中国银行将在法国举
办“中法中小企业论坛”，主要针对
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环保能源、高
端制造、健康医疗、食品安全、可持
续发展、旅游文化、养老、农业等行
业客户，论坛形式采取“一对一”的
商务洽谈。

2、中德中小企业论坛
2015年为“中德创新合作年”，中德
中小企业跨境交流活动作为重要
系列活动之一，中行将在德国举办

“中德中小企业论坛”，涵盖机械、
化工、汽车、电子电气等德国优势
行业，论坛主要采用“一对一”的商
务会谈形式，有现场会展和招商引
资等环节。

3、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论坛

值马来西亚举办东盟会议之
际，中行将组织国内与东盟各成员
国(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的
中小企业进行跨境交流，并召开企
业合作论坛，论坛时间初步定为五
月底、六月初。客户行业范围主要
为清真食品、木材加工、服装、橡
胶、电子设备等。

4、中意投资论坛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拟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在米兰举办
的“意大利投资论坛”等跨境撮合
活动。重点领域为农业与食品加
工、文艺时尚、家具制造、皮具服
饰、健康医疗、高端制造、信息技
术、旅游消费和养老等行业。拟于5
-7月间择期组织中小企业客户赴

意大利参加米兰世博会，并组织投
资撮合相关活动。

以上活动，客户可结合自身优
势与海外合作情况报名参加，我行
将统一进行行程及活动安排。其他
相关不明事宜请电话咨询，期待与
您的合作。

中意论坛报名截止日为3月10
日。

联系人：玄罡
报名电话：844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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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央行行降降息息国国有有银银行行不不再再齐齐步步走走
股份制银行、农合机构多“一浮到顶”

近年来，农行茌平县支行牢
固树立“三种理念”，有效破解服
务效率难题，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网点布局，树立“责任意识”
理念。作为“服务三农”的国有商
业银行，该行将满足客户多元化
金融需求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
项重点工作来抓。根据城市最新
规划，对现有网点进行了重新选
址布局，已完成两个营业网点新
址的装修，并计划将两个网点原
址全部改造成自助银行，不断提

高物理网点和自助银行的覆盖
面。优选县城周边经济强镇计划
建设金融便利店3个，用于满足农
村经济多种金融需求。

坚持客户至上，树立“始终如
一”理念。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加强
一线员工的基本功训练，开展多种
方式的学习培训和技能练兵，不断
提高服务效率，让客户真正享受到
快捷、高效的专业服务。固化网点
软转成果，落实好“赢在大堂”，通
过向客户推荐使用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自助设备等电子产品，减少
客户排队等候时间。
坚持渠道为王，树立“产品制胜”理
念。加大ATM机、服务终端等自助
设备的投入力度，共布放ATM机
32台，自助服务终端125台，并在全
县金融同业中率先推出“超级柜
台”这一新型服务模式，有效满足
个人客户办理开卡、转账、外汇、基
金、理财、电子银行等多种非现金
业务需求，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刘涉 于运祥)

农行茌平县支行“三种理念”促服务质量提升

近日，农行茌平县支行精
神文明工作获表彰，被山东省
委、省政府授予2 0 1 4年度省级

“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多年来，该行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成立了由一
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
了精神文明创建考核办法，细
化分工，明确责任，与业务经营

做到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
同奖励，全行上下形成了齐抓
共管的创建氛围。在各项业务
快速发展的同时，该行不断加
大“职工之家”建设力度，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高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两个文明实
现了协调发展。

(刘涉 于运祥)

农行茌平县支行

精神文明工作获表彰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3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
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平行下调了
0 . 25个百分点。本次调整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金融机构存款
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 . 2倍调整至1 . 3倍。

这是年内首次降息，驻聊金融机构降息执行情况如何？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梁峰康

央行决定，金融机构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
分点至5 . 35%；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 率 下 调 0 . 2 5 个 百 分 点 至
2 . 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
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
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
率的1 . 2倍调整为1 . 3倍；其他
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

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
整。

降息首日，国有银行纷纷
刷新存款利率表，驻聊国有银
行也第一时间响应总行降息政
策。记者对驻聊国有银行走访
发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3个月存款利率
上浮11 . 9%，新利率为2 . 35%；

半年期存款利率上浮10 . 8%，新
利率为2 . 55%；一年期存款利率
上浮10%，新利率为2 . 75%。交
通银行执行相同利率。

采访发现，国有银行不再
齐步走，建行独树一帜。建行降
息后的3个月存款利率为2 . 5%；
半年期存款利率为2 . 7%；一年
期存款利率为2 . 9%。

国有银行存款降息不再齐步走，建行独树一帜

聊城的股份制银行及城
市商业银行也纷纷跟进新政
策，不少股份制银行公布存款
利率“一浮到顶”，上浮30%。

记者走访聊城的股份制
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发现，部
分银行执行存款利率“一浮到

顶”，上浮30%。以一年期存款
利率为例，齐鲁银行、恒丰银
行、潍坊银行、莱商银行均执
行最新利率3 . 25%；五年期存
款 利 率 恒 丰 银 行 最 高 ，执 行
5 . 4%；潍坊银行、莱商银行并
列第二，执行5 . 225%。

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
银行的利率上浮政策，中国人
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货币
信贷管理科相关人员表示，中
小银行为维护存量，防止存款
搬 家 ，利 率 上 浮 比 率 相 对 较
高。

股份制商业银行差异化明显，部分银行“一浮到顶”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聊城
市中心支行获悉，据对辖内8家
农合机构及4家村镇银行调查，
此次降息属于非对称性降息，存
贷款利率执行新基准后，银行机
构利差进一步缩小，但12家机构

均表示，在存贷款利率调整过程
中将尽可能的维护储户及贷款
客户的相关利益。

从存款利率执行情况看，8
家农合机构存款利率已调整，
其中：活期、两年期存款利率执

行基准利率的1 . 2倍；其他均执
行基准利率的1 . 3倍。4家村镇
银行纷纷“抢跑”利率上浮30%，
当前对各期存款利率均一浮到
顶，即执行央行基准利率的1 . 3
倍。

农合机构除活期、两年期上浮20%，其他均上浮30%

降息对有贷款在身的居
民来说能够减轻还贷压力。减
轻买房负担无疑会调动市民
的买房需要。

“每月贷款少还一顿西
餐。媳妇，吃起。”降息消息一
出，精明的“房奴”立刻在微信
朋友圈晒出来。

按照调整后的基准贷款利
率计算，首套房以贷款100万元、
30年等额本息还款为例，月供每
月将减少约161元。与此同时，降
息可以直接降低购房者贷款成
本，或推动楼市迎来利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
家银行调整利率的时间并不
完全一致，多数银行的房贷调

整要到明年1月份。
另据了解，聊城市住房公

积金贷款利率已经按照规定
下调了0 . 25个百分点，其中住
房公积金贷款期限五年(含五
年 )以下的贷款利率调整至
3 . 5%，五年以上调整至4%。对
于3月1日(含)后发放的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执行调整后的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档
次利率，对于不同还款方式的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分别一
句相应的还款方式确定新的
月还款额。3月1日前发放的住
房公积金贷款，自2016年1月1

日期下调后利率执行。
(谢晓丽 米潇倩)

降息来了，房贷少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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