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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富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广告

4月 25日，宁波市发改委公布
新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息。据
监测，与上期（4月12日～4月18日，
下同）相比，本期（4月19日～4月25
日，下同）列入民生商品价格监测范
围的超市49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下降
1.06%，菜市场98种商品价格总水
平下降2.42%。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有所
下降。49种监测商品价格较上期7
涨28平14跌，环比下降1.06%。从
种类来看，大米、水产品、水果和蛋
类价格有所上涨，食用油、奶制品和
调味品价格保持平稳，方便面、蔬菜
和肉类价格有所下跌。从具体品种
来看，带鱼、香蕉和红富士苹果价格

涨幅居前，零售均价分别上涨
5.77%、5.56%和2.25%；包心菜、土
豆和蒜苗价格跌幅居前，零售均价
分别下跌9.75%、9.65%和8.80%。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有
所下降。98种监测商品价格较上期
14 涨 32 平 52 跌 ，环 比 下 跌
2.42%。从种类来看，食用油价格
微涨，豆制品和调味品价格保持平
稳，肉类、水产品、蛋类和蔬菜价格
有所下跌。从具体品种来看，南瓜、
海虾和西红柿价格涨幅居前，零售
均 价 分 别 上 涨 7.08% 、2.41% 和
2.02%；茄子、黄瓜和菠菜价格跌幅
居前，零售均价分别下跌15.85%、
15.56%和12.81%。 记者 谢斌

值得注意的是，昨天也是降
准落地日。4月15日，央行发布
公告，决定于4月25日下调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
金融机构），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

“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
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
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
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

央行表示，此次降准的目的，
一是优化金融机构资金结构，增
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二是
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
支持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和中
小微企业。三是此次降准降低金
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65亿元，
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

会综合融资成本。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经

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困难和挑
战明显增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的必要性随之提升，对银行让利
实体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加。但自
今年1月MLF(中期借贷便利)操
作利率下调后，政策利率已经连
续几个月保持不变，LPR(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报价也难以明显下
调。

事实上，自从去年6月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存款基准
利率x倍数”形成的存款利率自
律上限，改为“存款基准利率+基
点”确定之后，银行已经具备了主
动降低负债成本的条件。不少机
构人士指出，此次调整与央行“有
节制”的降准相结合，能够从总量
和结构两方面降低实体经济的融
资成本。 记者 周雁

多家银行昨起下调存款利率
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最低已降至2.9%

大额存单向来被商业银行当作“揽储利器”。近期，受
金融市场震荡剧烈、股债市回调明显等因素影响，回报稳定
的大额存单再度成为抢手货。然而昨天多家国有银行悄然
将20万元起存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由3.35％降至3.25％。

多家国有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降0.1个百分点

昨天，记者登录多家国有银
行APP查询大额存单利率。某
国有银行3年期、2年期大额存单
以及部分“特色存款”产品利率下
调了0.1个百分点，其他期限大额
存单利率保持不变。定期存款一
栏包括5年期、3年期、2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也均下调0.1个百分点，
起存金额分为50元、3000元，可
视为特色存款(与普通存款相比，
起存金额不同，其他一样)。

记者又登录其他两家国有银
行手机银行APP。3年期大额存
单利率与上述银行保持一致，已

从3.35%降至3.25%。另有两家
国有银行手机银行APP上没有
上架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不少股份制银行长期限大额
存单利率、部分“特色存款”利率也
于昨天起下调，不过下调后的同
期限产品利率仍高于国有大行，
同时也有部分股份制银行已经提
前下调，甚至有低于大行的情况。

比如，当前民生银行20万元
起存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一款是
3.5%，也有利率为3.4％的；招商
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跌破3％，降
至2.90％。

个别中小银行利率未下调，额度遭抢
尽管昨天国有大行统一下调

了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但当前
仍有一些中小银行还没调整利
率，仅剩的额度也遭抢购。

4月24日，吴女士一连接到
了同一家银行4条推送信息，告
知她银行当前3年期大额存单利
率依旧为3.55%，额度有限，即将
售罄。“看银行推送得紧，我找客
户经理反复确认后，赶紧买了一
笔大额存单。”吴女士说。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目前
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3.55%，且
还有额度的银行有广发银行、通
商银行等为数不多的几家银行。

某银行人士告诉记者，这几

天大额存单卖得非常好，客户会
主动上门来询问3年期大额存单
还有没有额度。“很多银行当前
3.55%利率的3年期大额存单额
度没有了，我们银行还有额度，所
以通过朋友圈和短信营销，吸引
了一批客户。”上述人士表示，当
前资本市场有波动，客户对大额
存单这种确定性并且稳定收益的
存款产品还是比较青睐的。

“这几天额度消化得挺快
的，因为3年期3.55%的利率还
没有调整，有意向购买大额存单
的客户一般询问一下就会把资
金落实到位。”另一家银行的理
财经理说。

降低贷款利率，让利实体经济

本期民生商品价格有所下降

商品

猪肉
牛肉
鲜牛肉
鸡肉
鲳鱼
带鱼
小黄鱼
河虾
花蛤
海带
鸡蛋
鸭蛋
豆腐
油豆腐
菠菜
小白菜

海曙中心
菜市场
16.00
42.00
55.00
12.20
27.60
22.00

-
62.00
8.50
6.50
6.70
9.00
4.30
14.00
8.80
4.80

东裕菜市场

20.00
60.00
60.00
18.00
30.00
20.00
20.00

-
7.00
6.00
6.00
7.50
4.50
10.00
7.00
4.00

白鹤菜市场

17.00
50.00
60.00
10.00
30.00
28.00
20.00

-
7.00
7.00
6.50
9.00
4.50
13.00
6.00
5.50

海曙联丰
菜市场
17.00
60.00
65.00
14.00
40.00
30.00
26.00
75.00
6.00
5.50
6.00
8.50
4.00
10.00
5.00
-

江北白沙
菜市场
14.00
45.00
55.00
10.00
28.00
25.00
35.00
60.00
8.00
3.00
6.00
8.00
4.00
13.00
7.00
5.00

单位：元/500克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陈洁 邹家祥）余姚一服装店销售

“三无”减肥药，经检测该“三无产
品”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西布曲明药物成分，涉嫌构成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日前，市场监管
部门已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进一步
侦查。

今年3月25日，消费者宋女士
向12315举报，称其向余姚市小商
品市场一服装店购买的5盒减肥药
是“三无产品”，食用后身体出现严
重不适，要求查处。

3月29日，余姚梨洲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对该服装店进行检查，在店
内2条皮凳内查获一些塑料瓶和药
片，经清点共计12瓶。塑料瓶上印
有“诺尔曼压片糖果”字样，再无其他
产品信息，显然是“三无产品”。还有
3板粉色药丸，每板50粒，标有“便秘
治疗剂”“第二类医药品”。

经专业机构检测，该产品含有
西布曲明成分。西布曲明具有抑制
食欲和增强代谢双重作用，曾用于
肥胖症治疗，但因会增加严重心脑
血管风险，已于2010年10月30日
被国家药监局明令禁止生产、销售
及使用。

服装店卖“三无”减肥药
涉嫌销售有害食品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