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2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王瑞超 美编：边珂

组版：郑文

C07

金融理事会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前后)

多多家家中中小小银银行行存存款款利利率率极极速速回回调调
央行降息未出满月，水城部分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存款利率先升后降

近年来，农行茌平县支行作
为省行党委7个基层党建工作联
系点之一，坚持一手抓党建不放
松，一手抓业务不动摇，始终把党
建工作当作提升员工凝聚力和队
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落实

“四个结合”，稳步推动了各项工
作健康快速发展。

一、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经
营相结合。为强化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该行坚持“党支部
建在网点上”的组织优势，在五个
营业网点、县行机关、内退人员和
离退休人员中建立了8个基层党
支部，由网点主任、部室经理和内
退、离退休中优秀党员担任支部
书记，明确支部书记“一岗双责”
的责任，逐步构建了以县行党委
为轴心，以“党委-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群众”为半径的同心圆，将
党建工作贯穿于业务发展全过
程，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
紧密结合，有效解决了基层党建
工作薄弱的问题，极大增强了党
组织和党员的生机和活力。近年

来，先后有4个党支部获得省级
“五好党支部”称号、21名党员获
得省级“共产党员示范岗”和省级

“先进工作者”称号。
二、坚持党建工作与队伍建设

相结合。为了不断壮大党的队伍，
确保队伍充满活力，该行党委注重
从年轻的知识型员工中发展党员，
共发展青年党员8名，接收大学生
党员和大学生村官党员11名。将6
名高素质大学生充实到前台营销
部门，现已成为各条线业务骨干。
先后选拔了8名年轻党员担任网点
主任或部门经理，提拔了3名全日
制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担任部门副
职。在优化干部结构的同时，大大
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三、坚持党建工作与党风廉
政建设相结合。该行坚持从廉政
入手，完善量化考核办法，全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干
部始终带头做好廉洁自律工作，
统一思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自觉带头执行党中央和上级行各
项廉政规定，为全行员工树立廉

洁自律的表率。由于党委班子的
模范带头作用，使这些规定成为
全行员工自觉遵守的规范。

四、坚持党建工作与和谐农
行建设相结合。围绕“幸福家园”
工程建设，该行坚持把“以人为
本”的理念落到实处，注重凝聚人
气，鼓舞士气，不断提高全行员工
的幸福指数。修建了篮球场、羽毛
球场、乒乓球室、棋牌室、健身房、
台球室、阅览室等，为员工提供了
休闲娱乐的场所。支行党委定期
与员工交心谈心，征求员工意见，
关心员工疾苦，尽力为员工排忧
解难。员工有思想疙瘩上门沟通
解决、生病上门看望、去世上门慰
问、有困难上门帮扶、生日送祝
福、定期组织健康查体等，做到了
常态化、制度化。为乡镇网点员工
提高了交通补贴，每年开展为苦
难党员送温暖活动。在一些重大
制度、政策出台前，都广泛征求干
部员工意见，促进了全行和谐、有
序、健康发展。

(刘涉 于运祥 李睿)

农行茌平县支行坚持“四个结合”稳步推进党建工作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发展，
磁条银行卡的安全性和拓展性已
无法满足需求，近两年新兴的金
融IC卡已然成为市场主流。

金融IC卡是以集成电路芯片
为介质的银行卡，相比磁条卡有更
高的安全性，有效防止银行卡被复
制和盗刷，同时还可实现公交、加
油、超市等领域的“一卡通”功能。

今年以来，农行聊城分行充
分利用磁条卡换芯片卡免收年费
的优惠政策，积极调整金融IC卡
营销重点，依托代发工资和一卡
通业务，实施批量营销，提升服务
品质，金融IC卡业务拓展取得显
著成效。截至目前，该行金融IC借
记卡发卡量达53万张。

(李睿 焦博 布景琳)

农行聊城分行“磁”旧迎“芯”

积极推广金融IC卡业务

自3月11日以来，A股市场已
连续多个交易日创出新高，在强
势上演七连阳过程中，3月19日更
是 上 摸 3 6 0 0 点 ，最 终 报 收 于
3582 . 27点。得益于开年来股市的
良好表现，权益类基金也获益颇
丰。以东吴基金为例，旗下偏股型
基金年内均获得正收益，其中8只
产品的涨幅更是超过了20%。

据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截至3月18日，东吴新产业、东吴
双动力、东吴新创业与东吴行业

轮动4只标准股票型基金分别获
得31 . 37%、27 . 29%、23 . 18%、
22 . 58%收益；东吴进取策略、东吴
嘉禾、东吴阿尔法3只混合型基金
则分别上涨25 . 51%、24 . 68%、
22 . 89%；此外，指数型基金东吴中
证新兴产业也斩获了25 . 88%的收
益。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市
场已处于整体牛市格局之中，而
国家治理效率的提升将进一步为
A股提供长期制度性红利。

A股强势七连阳东吴旗下8只基金收益超20%

距3月1日央行降息两周多时间，各家银行的利率之战却仍在悄悄地进行。老百
姓被利率的偷偷改变模糊了眼睛。“前几天我咨询了好几家股份制银行存款利率还
上浮到顶，这几天怎么又降了呢？”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走访聊城市多家银企发现，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降
息之初存款利率以“上浮到顶”的高息为诱饵，如今却悄悄将上浮比例降至基准利率
的20%、10%，甚至有的直接向国有银行看齐执行基准利率。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本月1日央行宣布降息，作为
2015年首次降息的亮点之一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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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息消息刚一公布，部分股
份制银行、农商行纷纷做出调整，
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然而一浮到顶的利率政策没
有执行多久便悄然发生了改变。

调息首日将利率一浮到顶的几家
股份制银行，在上周纷纷调整了
存款利率，将上浮区间从30%回
调到了20%。“刚降息的时候我去
银行咨询，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还
是3 . 25%，但我这周去办存款业
务时，却发现又下调到3%了。”银
行频繁变化的执行利率让不少客
户感到些许不适。

“降息之后我们的利率就上

浮到顶了，执行了10多天，上级分
行便下通知将上浮区间调整为基
准的1 . 2倍，于是这几天我们又
忙着更新宣传展板。”一位股份制
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另外一家
股份制银行的蒿姓工作人员称，
不知道回调的原因，“总行定的，
我们只是执行，13号总行让调就
调了，为什么调也不知道原因，好
多银行都调了。”

降息两周后，存款利率先升后降

对于存款利率先升后降的
问题，记者走访中部分股份制银
行的工作人员也感觉不好意思。
他们一般会采用另一种方式化
解这一尴尬局面——— 推荐自己
的新产品。“这种调整是应相关
部门要求进行的调整，你打算存
多少钱啊？如果存款金额在五万
以上的话，我们的利率是比挂牌

利率要高的。”东昌路一家城商
行的工作人员推荐起自己的新
产品。

与股份制银行的利率参差不
齐不同，水城农商行齐步走，三个
月(含三个月)以上的存款利率均
从基准利率的1 . 3倍即“上浮到
顶”降至1 . 2倍，即上浮20%。

对于农商行的利率回调现

象，水城一专业人士分析，央行
宣布降息之初农商行将存款利
率调高是为了防止存款搬家，

“他们不知道其他银行的情况，
所以索性‘上浮到顶’”，等到多
数银企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利率
落定，他们再回调，调低后依然
高于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
行。

从“上浮到顶”到最高上浮20%，为何会先升后降

据了解，水城农商行机构均
执行存款利率上浮至基准利率
的20%，存款利率先升后降的现
象看上去是保证了存款不搬家，
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是一直潜伏
在农商行中的另一问题日益凸

显——— 存贷比例失调。
该专业人士透露，农商行的

存贷比例失调现象存在已久，存
款吸收愈多这种现象愈发明显。
农商行多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
区域，所在区域企业少，现存的

多为小微企业，由于风险大，多
不符合贷款条件，这使得农商行
的资金无法有效运用；加之存款
的高利率，加大吸收存款的力
度，这更加重存贷比例失调现
象。

力保存款，农商行存贷比例失调问题加重

3月1日央行宣布降息，与
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存
款利率先升后降不同，聊城的
村镇银行自降息之时“上浮到
顶”的利率政策并未改变。

降息消息刚一公布，部分
股份制银行、农商行纷纷跟进
政策，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然而两周时间，他们中的部分
银企却悄悄调整利率，不再执
行最初的1 . 3倍。

村镇银行却是其中的特
有现象，它们“利率不变”的态

度似乎与国有大行一致，然而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却是坚持
存款利率的“上浮到顶”。

对于村镇银行一枝独秀，存
款利率坚持执行“上浮到顶”的
现象，水城一位金融专业人员
称，村镇银行限于规模、网点等
方面因素，存款吸收存在一定难
度，存款少贷款难成为该类银行
发展的困境；存款利率执行“上
浮到顶”的政策，预计对他们吸
收存款有一定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村镇银行一枝独秀

存款利率坚持执行“上浮到顶”

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3月19日讯(记者
王瑞超 ) “央行降息了，钱是存
银行好还是购买其他理财产品
好呢？”“两会上得知今年上半年
存款保险制度实行，到底怎样存
款合适呢？”“可以重复购买保险
产品吗？”等等与金融相关的问

题均可来电、加群咨询。
凡与金融相关的话题均可

反映至本报，本报特邀水城金融
界知名行业专家全心全意为水
城市民服务，破解金融难题、传
播行业资讯。

金融大小事欢迎咨询，即日
起本报开通线上线下报网联动
方式全方位为水城百姓提供平
台，来自水城十一县市区的居民
均可参与。

话题内容涵盖：典型投资故
事、理财成功案例，投资、理财所
遇难题及困境，金融知识咨询(包
括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

咨询热线：0635-8451234
“水城金融”QQ群：群号

413390280
微信公众号：搜索qlwbjrlc或

扫描下方微信即可关注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将反映问题进行
留言。

分享投资理财故事，化解金融难题

本本报报特特聘聘水水城城金金融融界界知知名名专专家家为为您您答答疑疑
◎今年或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表

示，利率市场化已走多年。去年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浮空间扩大
了20%，今年前不久的这次利率调整又进一步，将上浮空间扩大
至30%。因此合理估计，利率市场化也就是存款利率上限的最终
接触，为时不远。

◎上半年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周小川表示，去年年末已经就
存款保险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征集结果总体正面，“我个人估计，
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出台。”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不久出台：现在P2P忘带的发展速度
迅猛，风险相应频发。周小川表示，去年金融业在准备互联网金融
的新政策，主要体现为及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对其给予适
度监管。估计该政策不久会出台。 (王瑞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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