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线下利率或有不同

利率市场化推进， 导致银
行之间的利率进一步分化。以
10万元一年期的定期存款为
例，在长沙地区，长沙银行到期
利息为2100元， 工农中建交以
及招商银行为1750元，民生、光
大、中信银行等为2000元。

此外， 同一银行的实体网
点和网上银行，利率也有区别。
“想要上浮30%， 必须来柜台办
理。”某国有大行一家支行的大
堂工作人员说。不过，长沙银行
一工作人员表示， 在该行存定
期，利率都是同步上浮。

本报10月27日讯 上周
五，央行宣布再次下调存款利
率， 并放开存款利率上浮限
制，各银行可根据经营情况自
主定价。

今天是降息后的第二个
工作日，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后
发现，“高息揽储”的现象并没
有出现，长沙上浮利率最高的
银行也只在央行给出供参考
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
大多数银行上浮20%到30%。

部分银行活期利率下调

上午9点，家住竹山园街的
邓阿姨听说央行降息的消息，
一早就来到银行咨询。“一年期
2.1%，比基准利率上浮40%，我
们是最高的啦。”长沙银行华凯
支行工作人员告诉她。

据了解，这次央行宣布降息
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一
年期上浮17%，为1.75%；民生、
中信、光大等股份制银行一年
期存款利率为2%， 较基准利
率上浮33%。相比之下，招行
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不到20%。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此
次央行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
限后，部分银行对活期存款进
行了下调。

记者看到，工农中建交五
大国有银行和民生、招商等股

份制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均较基准利率 0.35%下 调
14%左右，至0.3%。不过，长
沙银行及华融湘江银行较基
准利率上浮10%，为0.385%。

银行“不爱长钱爱短钱”

在市民的观念里，定期存
款一般存得越久年利率越高。
然而，从各大银行此次最新调
整后的利率来看，利率上浮程
度与存款时间长短出现了“倒
挂”现象。

以长沙银行和华融湘江
银行为例，其定期存款的不同
期限中，三个月、半年和一年
期存款分别比基准利率上浮
40%，而两年和三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上浮35%和30%，而三
年期和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分别为3.575%和3.705%，仅
相差0.13个百分点。

“吸引用户存三个月、半
年定期，要比吸引他们存三五
年定期容易多了。” 一名银行
内部人士说，由于互联网金融
等理财方式的出现，人们对某
一理财方式的忠诚度逐渐降
低，银行需要通过推荐多元化
的投资理财搭配或其他服务
来留住用户，打破“定期存越
长，收益越高”的旧观念。

■记者 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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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验证，风湿骨病患者用上蛇皮膏，原来
腰疼、腰不能直，不能翻身，不能下床的，没过多
久自己就从床上蹦下来了， 腰板儿硬得像钢板
儿，扛起几十斤的大米就能上楼了。

甚至有一些重度膝关节炎，膝盖肿得像发面
馒头， 疼起来趴在床上哇哇乱叫的， 贴上蛇皮
膏，偷偷自己溜下床，跑出去找姐妹们跳起广场

舞了，腿脚跟着音乐扭得麻溜的很。
为了让全国骨病患者使用上前所未有的蛇

皮膏药，苏家老铺推出了“蛇皮膏免费发放公益
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风湿骨病患者，接受登
记之后都可免费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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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蛇皮膏
免费领取电话：400-6256-665

风湿骨病大喜讯———

只送不卖 绝不要钱
蛇皮膏是 300 年苏家老铺祖传秘方炼制， 采用

二十九味重达千斤的野生药材进行熬制， 一直将药
物熬至四两的膏状，再用蛇皮包裹制成，无论您是酸
麻肿胀痛僵的轻度风湿骨病患者， 还是不能站立行
走、卧床不起的陈年骨病患者都可亲身体验效果。

采用蛇皮也是苏家老铺膏药的奇特之处， 蛇皮
膏是采用专门捕获的绿曼巴蛇配于膏药, 用刚刚熬
制的膏药余热逼出蛇皮药用来产生共同作用， 蛇皮
可以牢牢将药物的有效作用锁在蛇皮之下， 敷在身
上就像温火慢慢炙烤一样，非常舒服。 同时，蛇皮可
让药物的渗透性更好，让毛孔开张的更迅速，除湿除
寒更深入。

现在，风湿骨病患者们可以不花一分冤枉钱来祛
除病痛了。 只要哪里感到疼痛，就贴在哪里，蛇皮膏
就是能让您腰板挺起来，腿脚跑起来！

一贴祛痛 二贴能走 三贴正常上下楼

膏药加蛇皮 康复骨病不稀奇

免费名额每天只限前 100名。

本报10月27日讯 农业银行
湖南常德分行近年来加快“惠农
通”工程提质增亮步伐，进一步提
升县域业务竞争优势。 截至9月
末，该行惠农通有效机具数2596
台， 今年新增有效机具558台，有
效率72.86%， 位居全省前列；涉
农直补代理项目119个， 较年初
增加32个。

今年来， 常德分行已完成
“金穗惠农通” 行政村全覆盖的
支行对前期布放的服务点进行
全面清理，在保证行政村机具全
覆盖的前提下，对无实质性交易
的机具进行撤换； 对积极性不
高，操作欠规范的服务点实行逐
步退出，选择现金流、人流、物流
较为集中的大型农村超市等作
为新增服务点。创新实施“商业

化+过渡性补贴+业务按量计
酬”的服务点激励机制和服务点
“一牌二挂” 亮化工程， 在全市
3200个行政村采取刷墙体广告、
宣传横幅等形式，开展农村普惠
金融规模化宣传。

为拓宽“惠农通”工程的实际
应用， 该行加强与民生项目主管
部门的深度合作，依托“惠农卡+
惠农通+代理项目”，积极主动与
政府主管部门沟通，争取支持、求
得认可， 充分发挥项目代理对其
的推动作用。

同时， 该行强化县域支行客
户经理和流动服务组人员培训，
加强商户巡检、 回访等维护服务
和农户安全用卡知识教育， 确保
业务规范发展。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沙诗

本报10月27日讯 近日，渤
海银行B2B电商合作平台成功
投产， 实现与首家合作网站对
钩网的银商对接。通过该平台，
渤海银行将为客户提供虚拟账
户开立、账户充值、账户提现、
资金监管、交易对账等功能，大
幅提升平台客户资金结算效
率，确保客户交易资金安全。随
着B2B电商合作平台的投产和
应用，渤海银行开启了与B2B电
商企业全面合作的新模式，其
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正在加快
实施。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非
网点、 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已成为
银行客户的普遍需求。 作为12家
全国股份制银行中最年轻的成
员， 该行在互联网金融创新方面

尽显活力， 将“打造线上渤海银
行” 作为全行转型发展的战略之
一，在逐步完善其“好e通”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智能银
行等传统网络渠道的同时， 明确
了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 先是推
出直销银行， 又加紧布局电商金
融服务领域， 推出了社区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和B2B电商合作平
台。下一步，渤海银行还将陆续推
出互联网金融资金存管平台等多
个业务平台， 使网络银行业务从
单纯的渠道替代向综合服务、信
息整合、 多方共赢的平台业务转
型，不断扩展服务领域、升级服务
能力， 成为渤海银行整体发展的
新动力。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曾玲

资讯

渤海银行布局B2B电商领域

本报10月27日讯 10月 25
日晚，交通银行“城市幸福季 美
食总动员-蟹逅夜宴音乐节”主
题活动在橘子洲举行，C-block
等本土乐队带来了精彩演唱 ，
近20家美食商户现场驻点，让
市民体验了一场真正的鲜蟹美
食盛宴。

交通银行为此次活动带来了
几大优惠， 市民凭入场券上的优
惠券可在现场任意商户抵用购买
美食时的现金；同时，在现场16家
指定美食商户刷交通银行卡买
单，可享受满50元减10元，满100
元减20元优惠。 以虾蟹为主打的
美食商户吸引了大量“吃货”，活
动开始两个小时，不少商户的“存
货”就已卖完。

据了解，9月中旬， 该行联合

长沙市内百余家商户推出5折特
惠活动，以“城市幸福季 美食总
动员”接档“最红亲自季，乐不思
暑”，全力打造市民特惠生活。

近年来，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加大投入力度，联合多家优质
商户推出了多种卡消费活动，以
不断满足客户要求，提升客户满
意度。“我行此次活动的优惠力
度大，5折特惠活动每天都有，并
且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 该行
个人金融业务部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为方便客户实时了解每天
的卡消费优惠信息，湖南交行微
银行微信公众号开辟了“美食总
动员”专栏，详细介绍每家商户
的优惠信息。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蒋浩 易月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打造特惠生活

农业银行常德分行
做实“惠农通”提质增亮工程

降息后银行不爱长钱爱短钱
利率上浮程度与存款时间长短“倒挂”

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