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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3月末经历了“从严
版”MPA（即宏观审慎评估
体系， 是央行对商业银行资
本、杠杆等情况考核的体系）
的首次“大考”后，银行已经
开始在筹备6月末的考核。其
中一个表现就是提高利率争
夺存款。

目前执行的基准利率
为， 活期存款利率0.35%，定
期存款中，整存整取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分别为
1.1% 、1.3% 、1.5% 、2.1% ，三
年为2.75%。

记者咨询了五大行、招
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等十余家银行了解发现，目
前各大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均
为0.3%，低于基准利率。定期
存款利率多有上浮，农行、中
行、建行、交行四家存款利率
一样， 三个月到两年的存款
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7%到
22.7%不等。

本土一家股份制银行人
士表示， 国有大行存款基数
高，对“抢存款”没有太大动
力，而且成本付出高。相对而
言，股份行上浮幅度更高，以

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为例，其
整 存 整 取 一 年 的 利 率 为
1.95%， 算下来是在央行的基
准利率上上浮了30%。

2015年10月24日央行降
息， 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限
制， 意味着银行可以根据自身
的资金情况自主决定利率。有
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
者， 目前银行总部把利率上浮
的权限下放到省级分行， 部分
银行湖南地区的利率较总行官
网上有所上浮。

“我们定存利率最高可上
浮35%，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特
别向分行申请审批。”广发银行
湘江路支行网点工作人员表
示， 而该行总行官网上的一年
期定存利率为1.95%， 较基准
利率上浮30%。

而本土的长沙银行和华融
湘江银行， 除了活期存款和三
年期定期存款较基准上浮10%
和30%以外，三个月、半年、一
年、 两年和五年期定存利率全
面 上 浮 35% ， 分 别 达 到
1.485% 、1.755% 、2.025% 、
2.835%和3.705%。

左手“抢存款”涨利率，右手争理财
年中各大银行资金争夺战加剧 “鹬蚌相争”，老百姓得利？

“近两个月来压力
很大。” 长沙某股份制
银行相关人士坦言。年
中将至，“拉存款”再次
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
首要业务。

“现在拉存款真是
越来越难了，天天要加
班报业绩数据，维持存
量已经很难了，更别说
开拓新增存款。” 一位
国有大行客户经理也
如此吐槽，拉存款主要
是靠跟客户的关系维
护， 国有行优势不大。
此外，当前资金投资渠
道多，银行不再是最优
选择。

“最近我们行对存
款要求很高，一般来说
能达到任务的就给客
户经理，达不到就分到
员工身上。” 一家股份
制银行员工说，“银行
存款要求主要是根据
市场占有率，最近我们
行的市场占有率处于
下降之中， 所以最近对
存款的要求比较高，以
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据了解，有股份制
银行规定，营销岗位的
员工每人需要在6月末
之前拉到一定数额的
存款，此前因为存贷比
红线的取消，该行已经
连续几个季度没有这
么重的任务了。

一家位于较好地
段的国有大行支行的
客户经理也坦言，以
前从没有存款量不够
的时候，但今年以来，
缺存款的感受比以往
明显。

在广发银行湘江路支
行， 柜台上的一张红的传单
显示，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可达2.025%， 比基准利率上
浮35%。 而在旁边醒目的宣
传板上同台竞技的则是该行
近期推出的理财产品，“5万
元起，年化收益达5.2%，期限
为 369天 ， 预期收益可达
2620元”。

记者走访发现， 本周湖
南地区中国银行、广发银行、
中信银行、 渤海银行有多款
年化收益超5%的理财产品
在售， 起购金额为5万元。此
外，浦发银行、广发银行、中
信银行、 江南农商行等多家
银行多款年化收益率超4.8%
的理财产品在售。

此外， 多家银行还推出
端午节特别理财计划， 招商
银行90天期产品， 预期收益

率约为4.5%， 而浦发银行的新
客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达
4.95%，起购金额均为5万元。

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
指出， 自2016年12月以来，银
行理财收益率持续上升，4月份
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4.18%，连
续五个月上涨， 这与市场流动
性收紧、 资金利率上扬有关。
“短期内银行资金成本仍然高
企， 目前监管对银行理财产品
的影响短期内还不太明显，银
监会也会给出银行整改期，在
这之前市场利率收紧的概率比
较大，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有望继续上升。”

不过，刘银平也表示，从长
期来看， 银行理财行业监管加
强，资金池、期限错配、高杠杆
行为将被制止， 非标资产投资
也将得到限制， 银行理财收益
率或将因此下行。

采访中， 一家股份制银
行人士表示， 由于发行同业
存单成本太高， 他所在的银
行已经将同业存单规模大幅
压缩，甚至出现停发的局面。
在他看来， 目前市场利率上
升， 则是货币政策转向中
性、 监管层去杠杆等多因素
导致的。

在负债端成本高企的局
面下， 商业银行在资产端的
选择也将发生变化。 目前在
监管等多因素之下， 包括长
沙在内， 多个城市的首套房
贷利率也已悄然消失。 而在
去年， 长沙首套房最低有8.8
折折扣， 而9折和 9.5折曾遍
地都是， 目前各大银行首套
房利率悄然回归基准利率。

此外， 对于企业贷款以及
对公贷款， 长沙一位基层银行
网点人士告诉记者，“贷款利率
难上浮， 而且还是在央行没有
上调贷款利率的前提之下，这
与高层强调的去杠杆、 降低融
资成本的方向不符。”

中信建投银行业分析师杨
荣认为，长期来看，金融去杠杆
的目的是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当前金融体系中同业链条过
长， 各个环节的盈利诉求最终
累加到了终端， 推高了实体经
济的融资成本。金融去杠杆后，
金融空转的现象不再， 长远看
金融同业所加的价格可能被去
化， 实体经济不用承受同业链
条增加成本， 逐渐利率也会有
回落趋势。

“目前五万元以下，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可以上浮
30%，五万元以上可以上浮35%”，5月24日中午，在
长沙市湘江中路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营业厅， 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何您总额多的话， 可以看看我
们的理财，收益率能达到5.2%。”而在不远处的另一
家银行，大堂经理则表示，目前一年、两年、三年期定
期存款全线上浮35%，大额存单利率上浮45%。

近日有消息称， 北京地区银行为争存款打起价
格仗。记者走访获悉，长沙地区，各银行也是制订了
一些差异化政策“抢钱”。从整存整取的定期存款上
看，城商行、股份制银行相对五大行利率上浮幅度较
大，较基准利率上浮幅度可达35%，五大行存款年利
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7%到22.7%不等。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除了定期存款出现利率
分化， 不少银行还推出了收
益更高的大额存单争抢客
户。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5月24日该行
新推出了一款大额存单产
品，起点为20万元，年化利率
为3.9%， 较央行基准利率上
浮42%， 而且可以提前支取
一次。“此前起点金额要30万
元，最高收益也只有3.85%”，
该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了解到，浦发银行5
月新推出的大额存单起点也
为20万元， 一年期和两年期
分别较基准利率上浮42%和
40%。

长沙银行华凯支行大堂
经理告诉记者， 该行的大额

存单利率则是较基准利率上浮
45%，一年期、两年期和三年期
对应的收益率分别为 3% 、
3.045%和3.9875%。

融360理财分析师表示，市
民若手头钱多， 存在大额存单
的话，利率能高不少。定期存款
的上浮幅度大多不超过35%，
但是大额存单的上浮幅度大多
为40%， 提前支取大部分银行
都可以靠档计息。 以长沙银行
一年期大额存单为例， 该行的
存款利率为3%，在央行的基准
利率上上浮了45%。 如果存20
万元的话，相比央行基准利率，
一年可多得3000元。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办理
大额存单业务一般需要和网点
提前预约。

季末考核将至，银行猛涨利率抢资金

门槛降低，利率最高上浮45% 随着去杠杆的进行，成本会下降

收益“破5”产品重现江湖缺钱的感受
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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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流动性趋紧，长沙各大银行纷纷调高资金收益，变着花样争取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