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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骞

本报讯 提到贷款，很多人
感到头痛，要么要抵押、要么
要担保，还要填一大堆表格，
末 了 在 惴 惴 不 安 中 焦 急 等
待。记者近日从农行平顶山
分行了解到，农行“网捷贷”无
抵押、无担保，只要身份符合
农行规定的条件且个人征信
良好，即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
官网进行全线上申请贷款，分
分钟就能到账。

9月8日，记者来到农行平
顶山分行个贷中心采访了解
这项贷款业务。个贷中心主
任史文辉向记者介绍，农行

“网捷贷”主要针对5类客户：
农行个人住房贷款客户、按时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客户、缴纳
社保的客户、农行代发工资客
户以及农行借记卡优质贵宾
客户。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
元，贷款期限为 1年。其特点
为：纯线上——在线申请、在
线签约；全自动——由系统自
动根据客户身份资料审核并
审批额度；免担保——纯信用
方式，无需质押担保，也无需
保证人担保。

史文辉向记者演示了贷

款全过程：登录中国农业银行
官方网站，插入网银二代K宝，
进入网上银行，点击贷款，选
择“网捷贷”，在其页面点击

“立即申请”，然后在贷款申请
页面填写身份证资料、贷款期
限和用途、个人通信地址，输
入手机号验证提交，系统即开
始评估客户的贷款额度。

史文辉告诉记者，系统评
估的额度与客户年龄、职业、
职务、年收入、是否有贷款和
信用卡、个人征信记录等有
关。系统根据客户的授权查
询个人征信，很快就能评估出
客户的贷款额度。随后，客户
就能线上与银行签订贷款合
同，几分钟后贷款就能到达账
户。

据介绍，“网捷贷”目前的
年利率为 5.22%，如遇优惠活
动利率更低，而且还款方式为

“一次性利随本清还款”，即贷
款到期后，一次性付清本息，
既无需按月付息，也无需按月
还本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资
金。

史文辉提醒，申请“网捷
贷”之前，需注册农行个人网
上银行，而且该项贷款只能用
于消费。

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全线上

农行“网捷贷”
分分钟就能到账

9月7日上午，收到开学礼
包，鲁山县观音寺乡竹园村小
学的 120 多名孩子笑了。当
天，农行平顶山分行鲁山县支
行为孩子们送来了价值 3000
多元的书包和文具盒等。

据介绍，竹园村是农行鲁

山县支行的对口扶贫村。农行
鲁山县支行有关领导多次深入
该村调研帮扶工作，被村小学
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孩子的刻苦
精神所感动，为孩子们购置了
学习用品，以资鼓励。

据了解，农行鲁山县支行

已投入帮扶资金 6 万余元，改
善村民生活条件，与村委班子
共同努力，制定脱贫方案、拟定
帮扶措施。同时，还发放小额
贷款，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和
养殖业，帮助村民走上致富
路。 （陈海）

竹园村小学生收到开学礼包

本报讯 易商理财是中国
银行推出的互联网理财平台。
闲余资金管理，可通过易商理
财平台全流程在线购买高收益
率、高流动性、低风险的优质金
融产品。

据了解，易商理财产品有
货币基金和定期宝两类。货币
基金包括中银活期宝、广发天
天利货币E类、嘉实货币基金
三种，具有 1 元起购、灵活进
出、日日增金、收益稳健的特
点。定期宝基金在售的产品有
大成月月盈债券E和广发理财
30 天债券 A，其特点为：锁定
一月，收益进阶，中低风险，申
赎免费。

那么，易商理财有什么亮
点呢？

门槛低。1元起购，单日申
购上限2000万元，持有份额远

超某宝的10万元。
赎回快。随用随取，快速

赎回马上到账，单日快速赎回
限额500万元。

收益高。收益每日可见，
收益率高于银行同业及互联
网。

支持更多他行卡。支持
工、农、建、交、光大、兴业、招
商、民生、中信、广发、浦发、平
安12家银行卡。

更安全。国有银行大品
牌，保障您的资金安全，让财富
不断增值。

易商理财申购日期若为每
个工作日下午3点之前，计算
收益时间为第2个工作日，收
益到账时间为第3个工作日。

申购时间若为工作日下午
3点之后或公众假日等非工作
日，计算收益时间为第3个工

作日，收益到账时间为第4个
工作日。

申购限额。中行卡每笔
1000万元，单日 2000万元，他
行卡各5万元。

易商理财赎回分快速赎回
和普通赎回两种。

快速赎回办理时间为每个
自然日的0点到24点，快速赎
回申请受理成功后，资金可于
2小时内到账。

快速赎回限额：中银活期
宝、广发天天利、嘉实货币、每
日5此，每次100万元，单日合
计500万元。

普通赎回办理时间及资金
到账时间为工作日下午3点前
发起，申请受理成功后第2个
工 作 日 下 午 5 点 半 之 前 入
账。 ★

（杨焕娜 张骞）

中银易商理财让零钱也能钱生钱

本报讯 为了给客户在这
个秋天奉上最丰盛、最优惠的
筵席，建行全新推出“手机银
行，美食特惠”主题营销活动，
让您在收获的季节与亲友一起
共享优惠美食。

据介绍，该活动即日起持
续至12月底。活动期间，客户
只需通过建行手机银行，下载
登录最新版手机银行客户端，
点击启动页广告或首页下方

“手机银行，美食特惠”广告页，
即可跳转至活动界面参与本次
活动。活动内容有“星巴克”有
约、美食折扣团两类。用户19

元即可抢购“星巴克”中杯
（Grande杯）通券一张，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美食折扣团活动中，用户
可以“一折”“五折”“折上折”的
价格抢购“眉州东坡”“哈根达
斯”等餐饮店代金券，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本次“手机银行，美食特
惠”活动，建设银行突破往常赠
送礼品的形式，以美食代金券
的方式，给客户带去更多方便
与实惠。金秋豪礼，“建”者有
份！千万莫错过哦！

（赵夏奇 张骞）

金秋豪礼，“建”者有份

本报讯 建设银行手机银
行已拥有超过2.5亿用户。手
机到手机转账、跨行转账、快
贷、速盈、理财产品、账户贵金
属、信用卡分期、公共事业费缴
费、话费充值等应用受到客户
欢迎。

据介绍，为回馈客户，建设
银行将于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面向所有手机银行用户开展

“签到送流量，流量兑大礼”活
动。活动期间，用户通过手机

银行活动页面每日签到即可获
得随机流量值，还能参与游戏
来抽取更高流量值。游戏好
玩，礼品更是丰富：流量值可直
接兑换成实际的手机流量，或
以“流量+支付金额”的形式购
买活动商品。活动商品包括手
机话费、星巴克电子券、京东E
卡、COSTA 电子券、滴滴快车
券、爱奇艺会员等，涵盖了娱乐
出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赵夏奇 张骞）

“签到送流量 流量兑大礼”

建行手机银行用户
有“礼”了

据《南方日报》报道，去年
四季度以来，资金价格上升较
快，银行理财产品也经历了难
得的收益率上升。不过，刚过
去的8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首次录得环比下
降。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8
月 444 家银行共发行了 1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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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银行数比上
期增加3家，产品发行量增加
735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55%，较上期下降0.01百分点，
银行理财产品终结九连涨。

第三方平台融360统计的
数据也类似：8月份银行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41%，
比上个月下降0.02个百分点，
为今年首次下降，平均期限为
5.2个月。其中，保本收益类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81%，保
本浮动收益类产品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 3.82%。预期收益率
6%以上的产品中，超9成为结
构性理财产品。分银行看，城
商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 4.60%，股份制银行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 4.56%，国有银行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42%，农
商 行 平 均 预 期 收 益 率 为
4.25%。

机构分析认为，在央行维
持资金面平稳格局的动作下，
市场流动性暂时得到宽松，这
是8月银行理财市场收益率下
降的主要原因，预期未来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或将进一步下
降。去年四季度以来，资金价
格上升较快，叠加监管趋严、稳
息差等因素，上市银行普遍加
快拓展核心负债，尤其是一般
性存款的增长，降低了对同业
负债的依赖。数据显示，截至
6月末，25家上市银行同业负
债规模合计较年初下降9.1%至
18.82万亿元。

9月又将是银行季末考核
的时间窗口。展望9月份银行
理财产品市场，融360分析师
认为，伴随着9月的到来，第三
季度银行MPA考核逐渐逼近，
和 7 月 8 月份相比，银行的资
金压力会逐渐增大。随之而
来，9月份银行理财产品的收
益率或小幅走高，不过上涨的
空间并不大。虽然8月份银行
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创新高，不
过受资金端成本上升及同业理
财收缩影响，预期未来银行理
财发行量及规模增速将放缓。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
进入9月的第二周，254家银行
共发行了1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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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银行数增加23家，产品发
行量增加 155 款。其中，封闭
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4.60%，较8月份有所
上升。 （黄倩蔚）

9月份银行理财收益率或小幅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