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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德州分行

服服务务社社会会大大众众 打打造造““德德馨馨服服务务””品品牌牌

建建行行账账单单分分期期 理理财财好好帮帮手手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

基基金金的的投投资资方方式式——基基金金定定投投

庆云农商银行

党员干部联系群众
助力农民致富

建行德州分行始终秉
承“诚实、公正、稳健、创造”
的核心价值观，立足“德馨服
务”品牌建设，不断创新服务
社会、服务客户的能力，以客
户之心为心，以共同的价值
为要，着力打造受人尊重的
银行。“德馨服务”被总行确
定为重点培育的服务品牌，
德城支行被中国银行业协
会评为“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同
时被命名为“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
点”。全行服务年度考核在
系统内一直名列前茅。连续
多年获得德州最具影响力、
最佳服务、百姓口碑最佳、
最便捷信用卡产品银行，被
市委市政府评为推动科学
发展考评先进单位，全市金
融工作先进单位。

建行德州分行积极推进营
业网点、自助设备、电子银行渠
道建设，增加总量，优化布局，
提升功能。结合市场和客户需
求，适时推出各类理财产品、电
子银行产品、与百姓生活密切
相关的系列产品等，满足客户

的多层次、多方位金融需求。
推进网点转型，完善功能

布局，搭建覆盖个人和单位、
大众和高端、结算和信贷等各
类业务的“一站式”综合性金
融平台。发挥电子渠道优势，
利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平

台服务，重点提高电子银行对
各类金融需求的承接能力，有
效缩短客户等待时间。专门为
高端客户开辟了VIP服务场
所，提供一对一的顾问式服
务，对中高端客户实行了专业
化、个性化服务。

提升“德馨服务”品质，构建便捷金融服务渠道

践行“德馨服务”理念 打造客户服务有力支点

依托“德馨服务”志愿者团队 承载企业社会责任

坚持心本管理，不断健全
员工培养体系，全方位提升员
工的服务意识、业务技能和管
理水平。

推进创新产品。中国建设
银行龙卡系列产品已深入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鲁
通汽车卡为有车一族带来便
利，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单
位人民币结算卡产品，使对公
结算从此进入“7×24小时”刷
卡办公时代。除此外，建行金

融IC卡、高度细分客户的私
人银行卡、现金管理系统、中
小企业贷款、保理业务、个人
助业贷款……各色理财、结
算、信贷产品，都展现着建行
对专业服务的追求和责任感。

成立了由广大青年员工
组成的“德馨服务”志愿者团
队，积极践行“在有德之州，
做有德之人”道德建设要求，
从社会最关心、反映最强烈

的尊老助弱等具体问题着
手，踊跃投身到和谐城市的
建设，把温暖传递给需要帮
助的每一个人。关爱贫困儿
童、关爱环卫工人、关爱老

人……青年员工们利用周末
时间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公益
活动，努力传递好声音，传播
正能量，赢得社会各界纷纷
点赞。 （季宁）

3月27日，一则邮件发到了农
行德州分行各部室的邮箱：2014

年建设“职工之家”“职工小家”建
设初见成效，德州鲁权屯支行建
成的菜园喜获丰收，请大家分享
丰收的喜悦，中午下班后请到职
工餐厅每人领取一捆菠菜。

一捆菠菜值不了多少钱，这
可是令人欣喜的“幸福家园”工程
建设的体现。去年以来，农行德州
分行本着“乡镇网点优先实施，重
点支行确保到位实施，其他支行
力争改造实施，城区网点逐步完
善实施”的原则，全年拨付建“家”
资金326 . 05万元，10家乡镇网点

“职工之家”全部进行了改造，两
家支行的“职工之家”进行了重点
建设，城区网点实现了送餐和午
餐补助全覆盖。全行“幸福家园”
工程登上一个新台阶。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

“幸福家园”
工程结硕果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
头作用，今年以来，庆云农商银行
组织该行全体党员干部成立帮扶
小组，主动对接服务辖区客户，为
普通百姓开展金融知识宣讲、预
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等公益活
动。同时，该行积极发挥支农惠农
金融助力军作用，加大对困难群
众、农村妇女、青年创业人员信贷
支持力度。截至3月末，在党员干
部的直接帮扶下，该行已经为110

名困难群众发放500万元涉农贷
款，彻底改变了农民贫困落后的
局面。 (徐燕 周赞磊)

◆无需动用已有资
产。提前支取定期存单仅
可获得活期存款收益，收
益减少近10倍。而龙卡账
单分期可以让您在刷卡消
费之后，将已出账单申请
最长分24个月还款，自然
也就不需要为还款担心
了。

◆花银行的钱才是明
智之举。信用卡最长50天
的免息期让您充分享受银
行资金成本带来的收益，
而账单分期通过延迟还款

期限，相当于让您继续持
有这部分资金再次用于投
资或消费，收获双重资金
时间收益。

◆有助形成良好的
理财习惯。办理账单分期
之后可减少当期还款压
力 ，维 持 定 期 的 理 财 支
出，而且之后每月多出的
分期支付部分也可限制
您的支出，帮助您理性控
制消费。

所以花银行的钱，才
是人生赢家啊！可申请金

额最低为500元人民币，最
高不超过已出账单中人民
币消费总金额(不含取现、
分期付款以及我行规定的
其它交易)的90%。

注：您可在最后还款日
前将已出账单申请分期还
款，当期最低仅需偿还账
单金额10%，分期金额及手
续费按月偿还。

每期(月)手续费=分期本
金*手续费率，将在分期后
的每个账单日按期入账并
收取。

理财那么久了，还是没钱？不要着急，分期有道，理财无忧！建行龙卡信用

卡账单分期，绝对是您的理财好帮手。

★业务办理方式
1 .微信申请。关注“中国建设银行”微信
公众账号，绑定信用卡，依次点击“信
用卡”-“账单分期”-“点击这里，申请
分期”。办理成功之后，选择“账单查询
/还款”，随时了解应还款信息。
2 .短信申请。使用在我行预留的手机号
编辑短信“CCZZ#卡号末4位#申请金
额#申请期数”发送至95533。成功后可
直接编辑短信“311#卡号后四位”发送
至95533，即刻查询当期应还款金额。
3 .手机银行申请。进入“建行手机银
行”，依次点击“信用卡”-“信用卡分
期”-“账单分期申请”。办理成功后点
击“账单查询”，了解应还款金额。
4 .网银申请。个人网银用户登录后，请
选择“信用卡查询-选择卡号-查询已
出账单-申请账单分期”。点击“账单查
询”，可按卡片查询应还款信息。
详询建行德州分行各网点

近期上证指数9连阳，创
造了股市连续上涨最多天数。
而随着近期国家出台一系列
的利好政策，牛市形态基本呈
现，人们又慢慢开始谈论股市
和基金了。多数人喜欢一次性
买入赚取价差，但这样风险相
对较大，如遇较大调整，就可
能出现亏损。下面我来为大家
介绍一种风险小，且收益也不
错的基金投资方式—基金定
投。

什么是基金定投呢？基金
定投是指在固定时间以固定
金额投资在基金的一种投资
方式，由于基金“定额定投”起
点低、方式简单，所以它也被
称为“小额投资计划”或“懒人
理财”。

让大家看一个案例：假设
一个人每月定投1000元，第一
个月基金价格10元，第二个月8
元，第三个月6元，第四个月4
元，第五个月2元，第六个月1
元，第七个月2元，第八个月4

元，那么在不考虑交费易用的
情况下卖出是赚还是赔？很多
人肯定不假思索的认为是赔
了，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个人8
个月共投资8000元，用每月定
投金额除以每月基金价格8个
月累计买了2891 . 6 7份基金
(100+125+166 . 67+250+500+
1000+500+250)，按照当时的4
元卖出，可获得11566 . 68元，
扣除8 0 0 0元成本，实际盈利
3566 . 68元。虽然现实中不可能
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但这恰恰
反映出基金定投的精妙之处。
有数据表明，在2008年美国次
贷危机中，基金定投没有出现
亏损的现象，反而有盈利；也有
数据计算出只要基金定投超过
6年，出现亏损的几率非常小。

那么基金定投如何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拿身份证到银
行开张银行卡，开立网银、开立
基金账户，再选只基金即可。在
选择定投基金、定投日期和定
投频次上还是有技巧的。

选择的技巧如下：
1 .选择定投基金一定要选

择近几年一直表现不错的基
金，可以选择前1/3的基金。可
以在基金网站筛选，也可以咨
询银行的理财经理。

2 .定投基金要尽量选择大
公司的基金。

3 .为平滑风险，尽量每月
多投几次，可以每月投2-4次，
这样要比每月只投一次风险要
小。

4 .定投基金要尽量选择偏
股型基金。

5 .要保持账户资金充足，
防止出现基金不能扣款的情
况。

当定投开始以后，要关注
大盘的走势和基金收益的变
化，如收益达到预期或大盘要
出现明显调整时，就要将基金
份额赎回，锁定收益；但基金
定投动作不能停，需要继续定
投。为了增加收益，还可以用
赎回的金额加大定投份额，如

果开始每次定投200元，那么
接下来可以选择每次投4 0 0
元；也可以选择增加扣款频
次，原来每月扣2次，接下来可
以选择每月扣4次。同时将赎
回的资金做到货币型基金里
面，在确保本金安全的情况下，
获得较高收益。

希望对基金有所偏好的朋
友可以多多关注定投基金，分
散风险、增加收益！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理财经
理 周传芳

平原联社

举办“迎五四·
争做岗位主人翁”
演讲比赛

联社资讯

4月2日，平原联社组织开展
了“迎五四·争做岗位主人翁”演
讲比赛，全县共26名员工参赛。在
比赛中，各位选手慷慨激昂，声情
并茂，畅谈体会，充分展示了平原
联社青年员工把握青春、牢记使
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通过演
讲比赛，进一步深化了员工的岗
位责任意识，营造了讲责任、负责
任、尽责任的发展氛围，为大学生
员工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
台。 (田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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