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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宗 满

意）今 日 ，
平 安 银 行
厦门分行
的首家社
区 支 行
——思明
禾祥西社
区支行隆
重 开 业 。

该家社区支
行是在获得了

厦 门 银 监 局 颁
发的经营许可后成

立的第一家平安银
行社区支行。

社区银行的推出是平
安银行去年以来业务发展的重要举措。
平安银行社区支行依托大型社区及成熟
商圈、批发市场，以社区支行为平台，扎
根社区经营，建立一支高素质、为客户提
供多方位服务的社区金融队伍。该行将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为客户提供基于家
庭的资产负债管理，包括财务规划、个人
消费、理财投资和贷款融资等全方位金

融服务。
记者了解到，平安银行社区支行配有

2台自助存取款机和一台远程自助服务终
端，还配备了四个员工。

小区居民到平安银行社区支行网点，
除了在自助设备上办理存取款、转账现金
业务外，还可找工作人员办理开卡、挂失、
个人贷款咨询以及受理、小微企业贷款受
理以及咨询等非现金业务。真正做到了
使客户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银行的服
务，便利又贴心。

记者还了解到，平安银行的社区支行
不仅可为社区居民提供诸多个人金融服
务，还特别实行错峰上下班制度，营业时
间自早上10：00至13：00，下午3：00至晚
上8：00。

昨日，许多周边社区的居民也纷纷前
来“探营”。“这可真是我们家门口的银行
啊！”很多周边社区居民纷纷表示欢迎。

“以后存钱再也不用跑很远了”。
平安银行厦门分行有关人士介绍，

“社区支行”服务模式的创新，是贯彻落实
国家金融惠民政策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
政策、服务基础民生的务实之举。他们将
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陆续推广社区
银行服务模式。

平安社区银行落户禾祥
今日正式开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实行错峰上下班制度

❶ 定存、金抵利业务咨询

（1）定活通业务：平安银行自 2013 年
11月4日起实现各存期（3个月、半年、1年、
2年、3年、5年）定存利率“零门槛”上浮10%
后，于2013年12月9日趋势推出新型存款
产品“定活通”，让您实现“灵活”定存！

“定活通”业务协议，是一款兼具收益
性和流动性的定期存款产品，约定存期 5
年，起存金额为10万元，根据本金的实际存
期对应的存款利率靠档计息，可提前支
取。网银支持，24小时全天候方便办理。

（2）金抵利业务：“金抵利”是指客户委
托银行在约定期限内，以存款本金为保证，
银行将客户预期收益在客户的个人黄金理
财账户开户当日通过实物黄金方式支付客
户，到期返还本金的业务。

金抵利业务100%保本+收益：“鱼和熊
掌”可兼得；提前获取利息：利率（较基准利
率）最高上浮可达10%，获得更高综合收益；
送礼+收藏两相宜：低成本获得品质黄金
Au9999；产品多样化：平安金，寓意平安和
财富，为平安银行自主品牌的第一款贵金
属产品，产品图样、规格多样。

❷社区理财、贵金属业务咨询

（1）保本现金管理类产品：平安银行承

诺100%本金安全，产品主要投资于银行间
市场信用等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债券或
货币市场工具，期限灵活，1天、1周、1个月
至半年产品按周滚动发行，满足不同客户
现金管理需求，主要包括日添利、周添利、
月添利、季添利及灵活添利等。

（2）稳健资产管理类产品：产品主要投
资于市场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货币市场
工具、同业资产、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信托
计划和资产受益权以及其他资产，期限灵
活，1周、1个月、半年、1年产品按周持续发
行，满足不同客户资产管理需求，主要包括
和盈计划、强债A等系列产品。

（3）“平安金”贵金属实物产品：寓意
好，平平安安、金玉满堂；品质高，成色为
AU9999；样式规格多样化。

❸开办银行卡、信用卡、网银、
手机银行

（1）平安银行手机银行：2014 年平安
手机银行转账免手续费；凡在 2014 年 3 月
31日成功进行公共事业费缴费、手机充值
交易，每位客户可获赠一注彩票。

（2）平安银行新装机POS商户刷卡享
手续费优惠。

（3）平安银行借记卡、信用卡：办理平
安银行借记卡、信用卡，尽享价值客户权

益：取款、网银转账免手续费；360度体检套
餐、中医养生、洁牙服务、电话医生；境内外
健康礼遇；机场接送；租车服务；高达1000
万高额航空意外保障，同行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可享航空意外 250 万元及 10 万元保
障；高达25万元旅行期间意外伤害保障；
国内/国际医疗、旅行紧急救援服务；万里
通积分翻倍积；奢侈品采购、留学生服务、
礼仪协助等。

❹个人贷款业务咨询

新一贷是平安银行为拥有稳定连续性
收入人士发放的，以其每月收入作为贷款
金额判断依据，用于个人消费的无担保人
民币贷款。该产品有以下特点：

（1）0 抵押，0 担保——无需房产抵押
和他人担保。

（2）有3天放款保证，额度适宜——资
料齐全，当天放款，即时到账，最晚不超过3
个工作日。

（3）还款灵活，手续简单——贷款额度
3万元—50万元，贷款期限12、24、36、48个
月任选，满足装修、购车、医疗、旅游等多种
个人消费所需。

（4）只需来网点一次——备齐申请资
料，填一张申请表，来银行签约一次即可放
款。

社区金融产品

平安银行禾平安银行禾
祥西社区支行今祥西社区支行今
日开业日开业。。
（（本组图本组图//本报本报

记者记者 姚凡姚凡 摄摄））

平安社区银行金融服务多元化。

平安社区银行服务更贴心。

平安社区平安社区
银行与您银行与您““零零
距离距离”。”。

虚报含绒量
真维斯上黑榜

中新社电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通报了2013年
关于羽绒服装等11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
等内容。真维斯羽绒服等因含绒量不合格上黑
榜。其中，羽绒服装共抽查13个省(市)60家企业
生产的60批次产品。

抽查结果显示，七波辉(中国)有限公司、真
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大华服饰有限公司、无
锡市日月童神服饰有限公司4家公司被抽检的
羽绒服装含绒量不合格。而江西深傲服装有限
公司生产的“深傲”羽绒服则被检测出面料纤维
成分实测与标示名称不相符和耐水色牢度两大
问题。

据了解，在羽绒服装新国标中，含绒量是指
羽绒在填充物中的比重，充绒量是指在服装里填
充羽绒的总重量，羽绒服是否保暖与这两项数值
有着极大关系。

《福州发的面包券，厦门咋就不能用》后续

福州厦门两公司
正协商处理方案

本报讯（记者 张明蕾）去年还能用的面包
券，今年却用不了。虽都叫超雅乳酪，福厦两地
公司面包券却不能通用。本报1月 6日A08版
报道的“问题面包券”到底将何去何从，消费者又
该如何维权，截至10日仍悬而未决。

10日上午，记者拨通了地处福州的福建超
雅食品有限公司客服电话。客服部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已接到消费者的反映，目前正在统计数
据。并强调，福州版面包券没向厦门销售，消费
者持有的面包券是其自行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
购买，不是公司推销的。

那么，消费者手中的福州版面包券是否能
更换为厦门版本？据工作人员说，对于散客，没
法更换或处理，只能帮忙登记数量，或者消费者
到福州使用。“我们会登记顾客的联系方式、券的
信息和数量等，统计所有投诉数据，然后反馈给
领导，看能否和厦门公司进行协商，拿出具体处
理方案。”工作人员说，“福州在和厦门沟通，但目
前没有收到更好的回复。”

记者还拨通了厦门超雅食品有限公司营业
部门负责人钟先生的电话，目前两个公司的沟通
情况，钟先生表示不太清楚。“我有向领导反映目
前的情况，上级应该会在这段时间和福州沟通。”
钟先生说。

奶粉有咸味
商家退货款

本报讯（记者 陈泥 通讯员 林琳菁）宝宝每
次喝完新买的奶粉就讨水喝，林女士自己尝了
尝，发现原来是奶粉有咸味。在工商部门调解
下，商家最终同意退还245元货款。

去年12月，林女士在集美某婴幼儿用品店买
了一罐售价245元的婴儿奶粉。几天后，她发现
宝宝每次喝完奶，都会出现“咕嘟咕嘟”大口喝水
的状况。起初，林女士不以为意，可这种状况多次
发生后，她忍不住自己尝了一口，才发现奶粉冲出
来的牛奶居然有咸味。她立即向商家反映，对方
却表示只能帮其联系供应商，但之后就没了下文。

日前，集北工商所工作人员在调解中指出，
即便供应商没有答复，销售商也应该先对消费者
进行赔偿，之后再向供应商反映奶粉的质量问
题。经过调解，商家最终同意退还货款。

从去年开始，国内其他城
市纷纷出现社区银行。厦门
也 于 去 年 底 出 现 了 社 区 银
行。那么“社区银行”到底是
什么事物，对市民生活有何影
响？

对此，厦门银监局对社区
银行进行了清晰界定。社区
银行是商业银行为社区居民
和小微企业提供贴身、便捷、
综合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金
融服务网点。与传统的银行
支行网点相比，社区银行是有
限功能的简易型网点。社区
金融服务网点配置的工作人
员一般不超过 5 名，营业面积
在200平方米以下。

从功能上看，这样的简易
型网点实际上是传统银行服
务窗口向社区的延伸，可依托
自助设备办理信用卡、理
财、代缴代扣、贷款受
理、业务咨询等综
合性服务。

同 时 ，社
区金融服务
网点实行错
峰经营，增
加 晚 间 及
非工作日
营 业 时
间，以方便
社 区 客 户
下班后及非
工作时间办
理业务，智能
分流客户，缓解
银行网点的排队
现象。

作为社区居民“身边
的银行”，社区金融服务网点
将主动融入社区，设计社区专
属的产品服务，并贴近社区需
求 改 进 服 务 流 程 和 服 务 方
式。同时，社区金融服务网点
还承担着金融消费者教育的
义务，将面向社区广泛、持续、
系统地普及金融知识。另外，
社区金融服务网点将积极参
与社区共建，投身扶贫帮困等
社区公益活动，履行作为社区
成员的社会责任。

社区银行
您身边的银行

“平安银行社区银行，真的不一样。”平
安银行厦门分行相关负责人说，平安银行
开设社区银行，能迅速弥补网点不足的短
板，提供错时服务，加强产品服务能力创
新、完善金融便民服务网络。

成立于 2008年 11月 28日的平安银
行厦门分行快速发展，先后在厦门岛内外
布局了9个支行网点，覆盖岛内外主要的商
业中心和生活集中区，全行员工350余人 。

截至2013年末，平安银行厦门分行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15.8亿元；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 78.17亿元；存贷比 67.5%，符合
监管要求；贷款不良率0.85%，低于当地同
业平均的1.07%（监管2013年6月数据）；存
款规模占当地市场份额约2%。

自成立以来，平安银行立足海西，打造
两岸金融，大力发展小微与零售业务，积极
参与厦门各项市政建设和重点企业的合
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厦门的社会民生
和经济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分析

开设社区银行
弥补网点不足短板

已签购车合同
提车却要加价

本报讯（记者 陈泥 通讯员 林琳菁）朱女士
前不久看中了一部某品牌1.8T普通乘用车，并
与商家签订了《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眼看提
车的日子将近，销售员却电话告之需再加价
1000元，否则将不履行合同。想到合同里未就
商家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无奈之下，朱女士只好
求助于集北工商所。

朱女士说，当日恰逢该品牌商家“优惠大让
利”。她以价格97400元订下了该车，并支付了定
金3500元。签合同时，销售员一再强调等新车一
到4S店就会立即通知提车，朱女士一时疏忽，就
没有留意合同中有无商家违约责任的条款。没想
到，就是这样一份合同让商家钻了空子。

工商人员调查后指出，商家在商品明码标
价之后再加价，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经调解，
朱女士最终按合同价提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