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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7
月份，商业银行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近乎
全线下滑，其中3个月存款利率均值为
1.45%，5年期存款利率均值为3.298%。6
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均值出现下降，与6月份相比，各期限分
别下降0.2基点、0.1基点、0.5基点、1基点，
此外，3个月定存利率与6月份持平，仅5
年期定存利率上涨0.9基点。

报告指出，虽然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均值有所上升，但与3年期存款利率依然
倒挂。7月份，5年期定存利率均值较3年
期定存利率均值低6.3基点，不过与6月
份相比利差收窄。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认为，7
月份多个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均值下降，主
要受到几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市场流动性
呈宽松态势，资金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
率走势偏低；另一方面，7月份已经过了
年中揽储压力，银行上调存款利率的动力

与6月相比有所下降。
从7月份各类型银行存款利率情况

看，城商行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最高，农
商行次之，而股份制银行利率低于其他银
行。对比6月份定期存款利率，7月份城
商行1年期、2年期存款利率下降，3年期、
5年期出现上涨；农商行3个月的存款利
率与6月相比持平，其他各期限利率均值
则继续上涨；股份制银行3个月、1年期、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保持不变，6个月与3
年期出现下降，5年期微幅上涨；大型商
业银行6个月、1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维持不变，3个月定存利率上涨0.01%，
2年和3年期利率分别下降0.01%。

以一年存款利率为例，记者走访发
现，成都多数银行上浮20%到30%，基本
在1.75%到2.1%之间。“目前一年定期存款
利率还是比较低的，现在是1.75%，如果可
以承受一定的风险，可以考虑我行的理财
产品。”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介绍道。

早报讯 近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营
业部为回馈客户，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
招行成都分行营业部为小朋友开办了一
场主题为“带你走进电视台”的主持人体
验活动。

本次活动共邀请到8组家庭到场参
与，分为演播厅参观、上镜体验、才艺展示
三个环节。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在电视台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各类演播厅以
及电视台常用设备工具等。在录制棚里，
小朋友们还亲自体验了上镜，参与到节目
录制与编辑中。在才艺展示环节，活力四

射的舞蹈以及铿锵有力的朗诵等节目都
展现出了小朋友们的自信与风采。

本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胆量
勇气，同时增进了招行与客户之间的情感
粘度。家长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对开拓
孩子的视野很有帮助，以后会积极参与到
各类活动中。

未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将继
续微笑服务于每位客户，为其举办各类有
特色的亲自回馈及公益类活动，为努力打
造“一家有温度的银行”而不懈努力。

（沈婷婷朱佳怡）

早报讯 交行四川省分行通过支持交
通运输行业，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主动把
自身融入到地方经济建设，融入到“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中去。

重点支持交通运输行业。积极介入
“五纵五横”铁路网及四川省融入“一带一
路”国际运输大通道的干线网络，构建长
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向四
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审批
通过给予乐山市中建一局苏稽新区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

重点支持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
一批重点单位。积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深入分析产供销
各个环节的金融服务需求及风险特点。
充分利用集团综合化经营优势，着力扩大
业务份额和市场占比。

积极支持四川长虹、华西能源股份、
富士康等一大批客户走出去。依托优质
核心企业积极发展供应链融资业务，灵活
运用国际结算业务品种，支持客户业务需
求。 （沈婷婷 谭佳侠）

为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加大境
外发展力度，近期，大邑县税务局紧密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
展战略，采取深入调查和集中座谈相结
合的方式，为“走出去”企业纡困解惑，
提供税收政策助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
落实见效。

首先，整理归集政策条款，提供跨境
涉税事宜政策服务。该局将国内税收优
惠政策和我国对外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
（安排）进行整理归集，提供给企业作为投
资政策工具。

其次，调查企业跨境涉税需求，开
展个性化服务。该局按不同投资企业、
国别、项目、和服务内容设立台账指标，
为“走出去”提供个性化服务。

再次，作好政策风险提示，帮助企
业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及时跟进本区
域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
了解投资国家投资环境和税收环境，搜
集整理、更新发布相关国家国别(地区)
投资指南信息，及时作出税收风险提
示。

最后，开通“走出去”企业绿色通
道，提供即时应答服务。该局将主要负
责人、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的联
系方式向“走出去”企业公开，随时接
受咨询，同时开通“走出去”企业专用
微信群，为企业提供税收政策、系统操
作等应答服务，及时收集意见建议，快
速反馈企业服务诉求，解决纳税人困
难，让“走出去”企业放心出去，舒心回
来。 （沈婷婷）

高息揽储动力减弱，7月多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下降

1年存款利率 成都多数银行至少上浮20%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随着资金面宽松以及银行揽储时点已过，商业银行定期利率在7月份
明显下降。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7月份，仅5年期定存
利率上涨；6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均值出现下降，此
外，3个月定存利率与6月份持平。天府早报记者近日走访也发现，目前
成都多家银行多期限定期存款利率都有下降。分析人士认为，基于当前
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货币政策，目前来看，8月份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大
额存单利率均难言上涨。

交行四川省分行助力“一带一路”经济建设

招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开办“小小主持人”体验活动

大邑县税务局精准施策
助力企业“走出去”

多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下降

7月份，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
大额存单银行样本增加至239家。其中
有92家银行发行大额存单，与6月份相比
增加29.6%，总计发行数为454只，环比增
加8.09%。发行量排在前三名的是招商
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发行数量分
别为35只、32只、18只。

从大额存单利率来看，7月份新发行
的各期限大额存单利率均值涨跌不一。
其中6个月、1年期、3年期出现上涨，与6
月份相比分别上涨0.1基点、0.7基点、0.1
基点；1个月、3个月、9个月、2年期、5年
期分别下降1.3基点、1.2基点、0.9基点、1.1
基点、29.9基点。可以看出，5年期大额
存单的利率下降幅度较大。

分银行类型来看，7月份农商行的大
额存单利率各期限均值仍然维持在最高
水平，各期限利率均值上浮53%以上，其
中1年期以内的短期大额存单利率上浮
均超54%。相对而言，股份行和外资行的
大额存单利率水平显得比较“低调”，整体
相对偏低。

成都一家农商行的理财经理介绍，
“目前大额存单较基准利率最高上浮
50%，近期办理存款业务会有小礼品送
给客户。”某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表
示，“近期过来咨询大额存单的客户明显
增多。目前我行大额存单起存门槛为50
万元，3年期利率为4.125%，办理还有豪
礼相送。”

大额存单农商行平均利率最高

据央行数据显示，6月结构性存款规
模为10.51万亿元（7月份数据未公布），环
比下降3.42%，是近半年来下降幅度最大
的一次。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
示，7月结构性存款发行量为537只，环比
增加3.26%，结束此前连续3个月发行量
下降趋势。平均预期收益率上限为
3.93%，环比下降15基点。7月份到期的
结构性存款共1345只，披露实际收益率

的有891只。平均实际收益率为3.8%，环
比下降0.05%。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认为，基于当前
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货币政策，目前来看，
8月份不论是存款利率还是大额存单利率
均难言上涨，但银行会依据自身的负债情
况，对存款、大额存单等品种进行结构性调
整，个别期限的存款利率以及大额存单的
产品或会出现上调。随着全球货币政策的
转向，需密切关注国内的货币政策动态。

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期限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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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个月

1.450%

1.450%

1.450%

6个月

1.708%

1.710%

1.707%

1年期

2.010%

2.011%

2.009%

2年期

2.661%

2.666%

2.670%

3年期

3.361%

3.371%

3.381%

5年期

3.298%

3.289%

3.351%

银行

大型商
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城商行

农商行

3个月

1.48%

1.42%

1.49%

1.49%

6个月

1.74%

1.67%

1.76%

1.76%

1年期

2.03%

1.98%

2.08%

2.06%

2年期

2.78%

2.55%

2.79%

2.77%

3年期

3.56%

3.16%

3.61%

3.57%

5年期

3.35%

3.16%

3.68%

3.39%

期限

7月

6月

5月

1个月

1.658%

1.671%

1.665%

3个月

1.665%

1.677%

1.656%

6个月

1.979%

1.978%

1.946%

1年期

2.304%

2.182%

2.178%

2年期

3.194%

3.205%

3.167%

3年期

4.178%

4.177%

4.145%

5年期

3.969%

4.268%

4.054%

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均值

各银行类型定期存款利率均值

大额存单利率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