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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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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只要留存三个月就可签约，签约期内尽享活期便
利，定期收益；如30万存一年、120万只要三个月，就可达到
靠档最低积数，尽享3.575%三年期存款利率。签约期内该账
户活期都享3.575%利率，哪怕只有一元、只存一天！

咨询电话：0513-86026207

电话电话：：6811815068118150

活利丰4号，存活期最高享3.575%定期收益定期存单 起点1万元，利率全线上浮30%

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央行基准利率

1.1%
1.3%
1.50%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1.43%
1.69%
1.95%

期限

二年

三年

五年

央行基准利率

2.1%
2.75%
——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2.73%
3.575%
3.575%

依法打击依法打击依法打击依法打击
高利放贷高利放贷高利放贷高利放贷、、、、恶意讨债恶意讨债恶意讨债恶意讨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

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

产 品 推 荐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1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

产品名称 期限 投资起点 年利率
大额存单 3年 20万 4.18%

1年 5万 2.10%
2年 5万 2.98%
3年 5万 3.91%
1年 1万元 2.10%
3年 1万元 3.85%

差异化定价存款

智能储蓄存款（4.15-4.30）

A6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曾银霞 版式设计：邱建萍
财经周刊

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以及存款
竞争加剧，多元化存款产品已不再
是中老年专属。相较于理财产品，
今年以来，各类存款产品却成为黑
马。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月，定期
存款利率已超过去年年末揽储高峰
期，创近几年新高。其中，一年期及
以下期限的定存利率均值较基准上
浮已超30%。除此之外，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智能存款等多元化揽
储方式亦普遍表现较优，在存款持
续流失的当前，这些多元化产品亦
受到部分年轻投资者的关注。

定期存款利率持续上涨

年末节点，考虑到监管考核要
求，银行往往会选择高息揽储，这也
令存款利率显著提高。不过，今年
以来，各类存款产品利率却延续了

上涨走势。融360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4月，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均值继
续上涨。其中1年期、2年期、3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上涨幅度均超过
1BP，其中 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涨幅
最高，达 3.4BP。“4月的定期存款利
率已经超过2018年年末揽储时的高
利率，创近几年新高。”融360分析师
杨慧敏指出。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去年 5月
修订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办法》，对银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银行需以长期稳定的普通存
款作为负债端来源，特别是监管明
确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计
入不良贷款之中，让之前银行潜在
的风险得以充分暴露。迫于监管指
标压力，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不得
不花费更高的成本来吸收存款。

事实上，虽然受季节性因素影
响，4月份住户存款虽减少 6248亿
元，但相较于此前两年同期，降幅明
显减少。存款利率的不断上涨，被
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存款规模
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大型商业银行
（国有银行）存款利率均值的提高，
与邮储银行加入不无关联。相较于
传统工、农、中、建、交五大行，邮储
银行各个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均遥遥
领先，普遍较基准上浮 40%左右。
以两年期定期存款为例，邮储银行
利率为 2.95%，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利率分别为 2.9%、2.81%、2.82%、
2.74%、2.69%。

城商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存
款竞争加剧，日益多元化的存款产
品已不再是中老年专属。除定期存
款外，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智能
存款等揽储方式亦受到部分年轻投
资者关注。那么，这些存款产品表
现如何？据融360数据，4月22家银
行发行246只大额存单，从利率表现
来看，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
12个月、2年、3年、5年期大额存单
利率均值分别为 1.643%、1.673%、
1.972%、2.165%、2.258%、3.144%、
4.16%、4.192%。其中，9个月以下
和5年期限大额存单利率仍在上涨，
而其他期限有不同程度下降。

各类银行中，城商行大额存单
利率各期限均值最高，各期限利率
均较基准上浮 53%以上；其次为农

商行，各期限利率也明显高于国有
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由于城商行和
农商行存在地域限制，揽储相对困
难，而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也没有
发行结构性存款的资格，所以大额
存单是这部分银行揽储的重要方
式。且由于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
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大额存单浮动上
限相对宽松，所以大额存单利率相
对较高。

结构性存款方面，4月结构性存
款发行量为 548只，环比减少 22%。
平均预期收益率上限为 4.22%，与 3
月基本持平。同时当月到期结构性
存款共 634只，平均实际收益率为
3.9%。

需要留意的是，结构性存款的
收益率受银行自身定价策略、衍生
品走势、监管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
从收益率走势来看，与银行理财的
走势并不吻合。银行理财主要投向
货币市场以及债券市场产品，受市
场利率走势影响更大，而结构性存
款的收益率波动与投资的衍生品挂
钩，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可

“随存随取智能计息”的智能存款产
品收益表现亦较优。

随着同业存单等同业负债的受
限，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以前不
受重视的揽储方式，越来越发挥重
要的作用。不过，结构性存款作为
保本理财的替代品会拉高银行的揽
储成本，仍为过渡性产品。未来银
行仍需加强零售负债端的产品创
新，满足不同客户和细分市场的需
求。

（来源：中金在线）

定存利率创新高吸引年轻人投资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4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统计数据。整体来看，4月有
67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3
月为 65城。与此相伴的是楼市“小
阳春”论调再度兴起，市场情绪出现
微妙变化：房价要出现大面积反弹，
当下入市成为投资良机。

实际上，国家早已确立未来中
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定位，即明确
房子的第一功能为满足广大民众的
居住需求，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量、推
动租售同权以及对于适度加强交易
环节调控等手段，规范开发、销售、
中介等环节，防止过度投机行为。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再次提及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等政
策，也即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形势，

重申宏观调控整体方向不变，避免
个别地区再次出现炒作投机现象。

日前，部分热点地区也强化了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如苏州近期
就针对土地溢价率大幅走高现象，
对工业园区全域、高新区部分重点
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实施“限售”。

可以预见的是，全国其他地区
也会根据房地产形势而适时调整相
关政策，对于确实存在过热苗头的，
调控加码为楼市“降虚火”。中央近
年来强调“一城一策”，是赋予地方
更多对于房地产调控的自主权，可
以随时根据行情变化、市场心理等，
通过交易环节的管控，从而确保所
在区域房地产的良性发展。

经过这两年的精准调控，全国
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平稳发展态势，

成果来之不易。
在当下政策环境
与市场环境的双
重作用下，全国大
中城市房价再出
现大幅度上涨几
无可能。因此，面
对楼市“小阳春”
论调，购房者需理
性面对。

如果是刚需人群，从生活实际
所需出发进入楼市，也应谨慎挑选
时机和目标；对于投资型乃至投机
需求而言，则不能对房价抱有过高
期望，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前些年
持续暴涨，升值空间受限，更要看
到的是，随着城市化战略的深入推
进，大量年轻人流向部分一二线城

市，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趋势日
趋明显，类似于鹤岗楼市“白菜
价”情况还会出现。如果再抱着过
往“买房就暴涨”的思维，忽视房
地产结构性调整、区域差异等深层
次因素，恐怕投资者就会面临被套
牢的风险。

（来源：中金在线）

信用保险通常是指信用（保
证）保险，是以各种信用行为为
保险标的的保险，具体指当义务
人不履约而使权利人遭受损失
时，由保险人提供经济赔偿。其
中，保险人应权利人的要求担保
义务人信用的保险属于信用保
险；义务人应权利人的要求向保
险人投保自己信用的保险属于
保证保险。

信用（保证）保险包括哪
些？通常信用（保证）保险包括
两大类，即出口信用保险和一
般商业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
险是承保出口商在经营出口业
务的过程中，因进口商的商业
风险或进口国的政治风险而遭
受损失的一种信用保险，也就
是说，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
险费，保险人赔偿保险合同项
下买方信用及相关因素引起的
经济损失。

据悉，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我国多家企业在出口信用保
险的支持下，扩大了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实现了货
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全
面开花。同时，在出口信用保险
的服务下，有效助力地方经济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
中，各地民营企业加快了“走出
去”的步伐。

事实上，出口信用保险是国

际公认的贸易促销手段，是出口
企业采取灵活支付方式、开拓国
际市场、增加出口安全的保证。
出口信用保险还分为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
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是指承保
信用期不超过180天、出口货物
一般是大批的初级产品和消费
性工业产品出口收汇风险的一
种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
是指承保信用期限超过两年的
资本性或半资本性货物的出口
项目。

而一般商业信用保险是指
在商业活动中，作为权利人的一
方当事人要求保险人将另一方
当事作为被保证人，并承担由于
被保证人的信用风险而使权利
人遭受商业利益损失的保险。
主要包括赊销信用保险、贷款信
用保险和个人贷款信用保险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侨
兴债”违约事件，为之提供保证
保险服务的浙商保险最终赔付
逾 10 亿元，造成自身严重损
失。可以说，险企承保后，投保
方自然把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
司，而这也就要求险企在承保之
前，要对投保方的信用风险进行
全面调查、严格审查，规定赔偿
等待期等事项来做好自身风险
控制。

（来源：中金在线）

信用保险你了解多少？

4月陡现普涨行情

理性面对楼市“小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