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28日～4月3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季枫

A05 报道·金融

全程线上操作，从客户发
起申请到贴现资金到账用时不
到一分钟，随着中信银行“信秒
贴”电票自助式贴现产品正式
在河南区域全面铺开，越来越
多的省内企业客户体验到了票
据融资的全新体验，“信秒贴”
产品具备的线上询价、操作简
便、分秒到账、安全可靠等优
点，也获得了客户高度的认可。

让企业感受“分秒到账”。
客户从发起贴现申请操作到放
款成功不足一分钟，“信秒贴”
线上报价，价格透明，操作界面
清晰简洁，步骤精简便捷，操作
时间灵活，非工作日也可开放
贴现，闭环操作。

近年来，随着纸电票据的
逐渐转换和全国统一票据交易
平台的建立，票据业务呈现出

“融资票据化、票据电子化、交
易集中化、流程一体化”的大趋
势。中信银行“信秒贴”电票自
助式贴现产品由于密切贴合了
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信秒
贴”产品上线后不到半年，郑州
分行已签约了 155 家企业客
户，并实现了贴现交易量32亿
元。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有关负
责人介绍，“信秒贴”产品定位
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绿色信
贷，助力小微企业”，其全自动
化的运营模式是对传统业务流
程的重大突破，极大提高小微
企业融资效率，降低成本负担，
这也是中信银行建设“有担当、
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最佳
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的重要举
措。

系河南第二家城区合并的
农商行，总资产将超914亿

作为河南省农信社改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农商行
的筹建成功，意味着河南又一家
农商行诞生，河南农信社改制工
作取得新进展。

郑州农商行首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将审议筹建工作报告、公
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选举董事
监事等议案，标志着郑州农商行
的筹建工作进入倒计时，距离工
商注册、挂牌开业只有一步之遥。

此前，2017年8月9日，郑
州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发布《关
于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拟整合组建郑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原社员股金
处置意见的公告》，为进一步深
化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简称郑州市市郊联社）、郑州
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简称
郑州市市区联社）的改革，拟对
两家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
郑州农商银行。

2018年7月19日，中国银
保监会正式批复同意郑州农商
行筹建。至此，郑州农商行的筹
建工作正式拉开大幕。

根据郑州市市区联社最新
披露的《2019年度同业存单发
行计划》，截至2018年9月末，
郑州市市区联社总资产为224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66.28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114.42亿元，
实现净利润4.96亿元，下辖16
个部门、9个中心、1个营业部、6

个信用社，共59个营业网点，现
有员工（在岗）599人。

据郑州市市郊联社最新公
布的《2018年郑州市市郊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主体信用评级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
注册资本达到641亿元，总资产
690.67亿元，郑州市郊联社下设
123个营业网点，包括1个营业
部、19个信用社、103个分社和6
个离行式自助网点。该联社拥
有员工1162人。

至此，两家联社总资产超
914亿元。

到2018年末，河南105家
农商行已挂牌和获准筹建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信社
是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作

为全省机构网点最多、服务区域
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地方性
金融机构，农信社整体资本实力
雄厚。

截至2018年末，全省农信
社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款
150.94亿元，余额63.48亿元，
帮扶贫困人口82.46万人；向各
类带贫主体累计投放产业扶贫
贷款362.24亿元，余额208.73
亿元，帮扶贫困人口137.99万
人。

然而，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
构相比，农信社成立时间长、机
构人员多、历史包袱重，深化改
革的难度最大。

据了解，2005年，省农信
联社成立后，河南省农信社实
现了集中统一的行业管理。
2008年新郑农村合作银行挂牌
开业，拉开了河南省农信社县
级法人机构银行化改革的序
幕。但直到2014年末，全省仅
有31家农商银行开业运行。

记者从河南银保监局获
悉，截至2018年末，全省农信
社139家法人机构中，105家

已挂牌开业或获准筹建，农商
银行总数位居全国第二，其
中，洛阳、驻马店、许昌、濮
阳、周口、鹤壁、济源等7家
以省辖市命名的农商银行挂牌
开业。而当时作为全省第二家
城区合并组建的农商行——郑
州农商银行已获准筹建。

作为河南第一家城区合并
组建的农商行，洛阳农商银行
由“一办一行三社”（原洛阳市
农信办、洛阳吉利农商银行、
洛阳市市区农信联社、洛阳市
西工区农信联社、洛阳市经贸
开发区农信联社）整合改制组
建，2016年7月29日，正式挂
牌开业。据公开资料显示，洛
阳农商银行计划3~5年内资产
规模达到千亿元。

一路走来，尽管农信社改
制农商行面临着各种挑战，但
不能否认的是，农信社的商业
化改制将为农村金融市场带来
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将令众多
资不抵债、难以可持续发展的
农村金融机构，甩掉历史包
袱，壮大资本实力。

总资产超914亿元，有望成为河南第二家城区合并的农商行

郑州农商行进入挂牌倒计时
3月25日，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发

布公告称，经郑州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研究，决定于4月9日召开郑州农商行创立大会暨
第一次股东大会。

这标志着郑州农商行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尾声，同时也意味着继洛阳农商行后，河南
省第二家城区合并的农商行即将注册成立。

中信银行“信秒贴”
助小微企业便捷融资

线上贴现，分秒到账

银行理财收益下降
大额存单优势“突显”

据普益标准最新数据
显示，上周（3月 16日至 3
月22日）326家银行共发行
了 2064 款银行理财产品
（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
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
产品），发行银行数减少5
家，产品发行量增加 76
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
为4.23%。虽较上上周增
加0.01个百分点，但较去年
同期的4.86%平均收益率，
则下跌了近13%。

“受资管新规和市场流
动性宽松影响，银行理财收
益仍存在下行的可能性。”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在分
析人士看来，今年银行理财
收益率回升困难。此外，银
行理财的高收益主要靠非
标拉高，而在强监管下，非
标投资萎缩，相应的银行理
财也难以实现高收益。

谈及理财产品的现状，
多家银行理财经理都略显无
奈，最近一段时间，银行理财
收益有些冷清，收益一直延
续着之前下跌的趋势，“保4”
压力有些大。

记者在一家国有银行
的网站上看到，其中一款
保本型理财产品，业绩比
较基准在3.20%~3.35%，1
万起购，273多天。另一款
保本理财产品3.60%，但是
期限为364天。据了解，上
周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利率
在4.03%，较上上周下滑了6
个基点。但是股份制银行的
理财产品平均利率能达到
4.3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相
比银行部分理财产品，各家
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收益率
可以超过银行理财产品，大
部分银行已经调到基准利率
上浮上限。比如一些银行的
大额存单的年化利率最高为
基准利率上浮52%，而且还
分为1年期、2年期、3年期等
多个时间期限。

根据需要定规划
理财合理配置最重要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
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居民偏爱的前
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
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
品”“基金信托产品”和“股
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
居民占比分别为 50.1%、
20.4%和17.2%。

从 这 个 数 据 来 看 ，
50.1%的居民还是偏爱理财
产品的投资。那么，银行理
财收益持续下滑，手里的闲
钱要如何保值增值？

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市
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
些合理的规划。追求稳健的
投资者最好购买长期的理财
产品，提前锁定利率，在一些
节假日或者季末推出的理财
产品收益都会不错，还可以
去一些银行享受理财新客专
享的理财产品，相对来说都
会高一些，也比较稳健。

当然，如果投资者对自
己比较有信心，也可以去尝
试一些中高风险的产品，不
论是投资何种产品，合理配
置资产是比较重要的，分散
投资，尽可能降低风险发生
的概率。

合理规划配置最重要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下滑

最近，市民小刘一笔
10万的理财快到期了，但
是他对比了几家银行的理
财产品发现收益都不太满
意。保本理财产品都是3
点多。“这段时间，银行的
收益都不咋样，总体在下
降。”他说，自己很纠结，这
到期的钱是放在原来的银
行还是要“搬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通讯员 尤艳芳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章世刚

3月26日，中原银行郑州
分行与河南郑欧丝路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河南卢森堡中
心综合融资计划合作意向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在未来8
年内，中原银行郑州分行和太

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
为河南卢森堡中心项目提供综
合融资；中原银行郑州分行作
为河南卢森堡中心项目的主要
合作银行和项目资金监管的主
要金融机构。F （记者 徐曼
丽 通讯员 邹诗歌）

中原银行郑州分行签订
河南卢森堡综合融资计划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