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 由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之一的前
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前程无忧）
发起的“2017年中国典范雇主”评
选活动结果揭晓， 广发银行入选
“2017年中国典范雇主” 百强名
单，同时获选“2017企业社会责任
典范”。

作为国内权威的人力资源管
理领域选拔活动，“中国典范雇
主 ”（Employer� Excellence� of�
China)评选自2008年至今已连续
举办了10届。 本次评选历时3个

月， 组委会从全国42万家企业中
筛选出215家企业， 从人才战略、
人才吸引和保留计划、 员工发展
和培养、绩效和薪酬制度、雇主知
名度和美誉度等维度对参选企业
开展了严格甄选，评选出9大单项
奖， 最后从单项奖获奖企业中评
选出"2017中国典范雇主"百强企
业。 各获奖企业代表了当下中国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领先水平，
也展现了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的发
展风向。 ■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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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荣获“2017年中国典范雇主”奖项

湖南年产汽车突破100万辆
去年全省汽车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成为我省工业经济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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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在猎豹汽车长沙新生产基地，
随着长丰集团、广汽菲克、广汽三
菱、上汽大众、比亚迪、吉利汽车
等省内14家主要整车生产企业负
责人同时按下下线“启动键”，我
省汽车年产量达到100万辆。

近年来， 我省坚持做大做强
汽车产业，引进重大项目，给予重
点支持，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继
2011年我省汽车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后，
2016年全省汽车工业总产值突
破2000亿元，其中，整车产销超
过95万辆，整车产值达到1122亿
元。 发展质量与产业规模同步跃
升。去年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分别同比增长42.5%、137.9%，
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 、
127%以上。

目前， 湖南拥有规模以上的

汽车、 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生产企
业400多家，列入工信部《公告》的
企业56家。随着广汽三菱欧蓝德、
广汽菲克指南者、 上汽大众斯柯
达柯迪亚克、长丰猎豹CS9EV、众
泰君马S70等一大批新车型陆续
达产或投产， 我省汽车产业迎来
新一轮强劲增长势头。1至11月，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其中，汽车制造业对全省规
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0.2%，增
加值增长42.2%，拉动全省规模工
业增长达1.9个百分点， 成为工业
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天，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剑
飞出席在猎豹汽车长沙新生产基
地举行的下线仪式， 宣布湖南年
产百万辆汽车下线， 并参观了省
内各主要整车生产企业在下线仪
式会场展示的标志性汽车产品。

■记者 曹娴

12月24日，湖南年产百万辆汽车下线仪式在长沙经开区猎豹汽车三工厂启动。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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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汽车制造业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 第一台轻型货车‘洞庭
130’的问世，结束了湖南不产汽车的历史。”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

湖南人的“汽车梦”就此生根、发芽。到上世纪70年代，湖南汽车工
业跻身全国十强行列，且在随后的20余年里蓬勃发展，以长丰猎豹为代
表的湘籍车企，以湘火炬、株洲齿轮等企业为代表的零部件配套企业闻
名大江南北。截至1996年，湖南已经拥有7家整车厂、36家改装车厂、300
余家零配件厂。

湖南造的第一台汽车：“洞庭130”

存5万可抽奖、 存10万送
食用油、 大额存单利率上浮
45%……年关将至，“利率上
浮”、“收益提升” 等字样也预
示着银行揽储大战全面拉
开。 三湘都市报记者连日探
访长沙多家银行发现， 大多
数银行已上浮存款利率，并
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吸纳存
款，争夺客户。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的监
测数据显示，上周（12月15日
-12月21日），不仅银行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再创
年内新高，达到4.84%；74只互
联网“宝宝类”产品4.22%的平
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同样创下
24周内新高。

存定期送米送油
还抽奖

“相比央行的定期存款利
率 ， 我们银行最高上浮了
40%。”12月23日，芙蓉中路上
一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年末提高了存款利率，“1万元
起存1年期存款利率为1.95%，
5万元起存的3年期或5年期存
款利率均为3.025%。”

在湘江中路上一家区域
性银行内， 当记者以储户身
份咨询存款利率时， 理财经
理表示， 定期整存整取不但
可以享受较基准利率上浮
30%的优待， 还可赠送礼品，
“存五万可以抽奖， 存十万可
以送食用油。”

按照招商银行南湖路支
行主推的“朝阳一号”产品计
算， 若储户以4万元3年期为
界，3年利息合计为4320元，较
基准多得1020元。

除了普通定期存款，多数
银行的工作人员直接推荐了
收益更高的大额存单。“之前
下调了大额存单的起购门槛，
储户三年累计收益可到达
11.9625%。” 长沙银行华凯支
行一员工如是说。

理财产品是另一张
揽储“王牌”

除提高定期存款利率
外， 主推不同收益的理财产
品是各家银行打出的年底揽
储另一张“王牌”，此前年化
收益超过 5.4%的产品难得
一见， 如今成为各家银行的

推荐重点。
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为

例，截至今年12月15日，其理
财产品最高收益为5.25%。12
月22日，又推出了冬至专属理
财，年化收益率为5.40%，且理
财期限和起购金额门槛较之
前均有大幅下降。

“上周推出了年化收益率
5.6%的新客理财， 起购金额5
万元。” 广发银行湘江路支行
理财经理王芳蓉表示，除高收
益的新客理财外，还有年化收
益率5.4%的准私人银行理财
产品，“到年底才有这么高的
收益， 此前最高收益率仅为
5.2%。”

12月22日，金融搜索平台
融360的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
（12月15日-12月21日），银行
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4.84%， 较上周上升了
0.05%个百分点， 再创年内新
高。此外，融360还监测了74只
互联网“宝宝类”产品，其平均
七日年化收益率为4.22%，不
仅平均收益率创下24周内新
高，并且短期内仍有走高的趋
势。

■见习记者 黄亚苹

年末各大银行上浮存款利率，并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

送米送油还抽奖，揽储大战花样多

融360分析师刘银平认为，各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一方面是需要吸揽足够的资金应对年
终考核，另一方面是因为年末流动性收紧，资金价格上升，揽储竞争激烈，银行需要提高存
款利率或理财收益吸引客户。

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1.68万亿元，同比少增1.13万亿元。此外，根据在A股上市的25家商业银行三季度财报显示，
有12家上市银行的存款总额较二季度末有所缩水。

有分析指出，从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到央行出手上调了逆回购中标利率和1年期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让本就年末“缺钱”的银行资金更加紧张。

年末流动性收紧，揽储竞争激烈

探因

辉煌历程

12月21日， 第147场银行业
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交通
银行副行长侯维栋以“‘大服务’
理念引领银行业回归本源” 为主
题，介绍了交行相关工作情况。

日前，2016年度银行业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评价揭晓，
交通银行被评为一级， 得分在全
国性银行中位列第一。

从1987年成立之初将“一流
的服务质量” 作为发展目标，到
2013年提出要“做银行业服务最
好的银行”，连续多年“千佳”、“百
佳”网点评选领跑，交行服务提升
离不开“大服务”理念的支撑。

何谓“大服务”理念？交行给
出的答案是：总行为基层服务、中
后台为前台服务、 全行为客户服
务。“大服务”理念的内涵是什么？
交行的回答是：涵盖服务规范、服
务渠道、业务运营、IT系统、风险
管理等全方位、全流程、全人员的
“大服务”格局。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提出，做好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金融
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 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
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优质服务是交
通银行的一张品牌， 服务质量提
升也是金融回归本源。”交通银行
行长彭纯这样表示。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
周年， 交行也将迎来110周年华
诞。 作为服务性行业， 交行将以
“大服务”理念为引领，继续深化
服务工作， 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
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提
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把更多金融
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
求。■潘显璇 蒋浩 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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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以“大服务”理念引领银行业回归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