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安农商行改制中，民资唱

起了主角。新成立的瑞安农商

行总股本为 10.03 亿元，其中自

然人股东2490户，企业股东104

户，企业股本占银行总股本的

35.6%，大部分股东来自民资和

民企。

据介绍，2013年，省政府批

准了包括温州瑞安、乐清在内的

5家农村合作银行进行农商行股

份制改革。借着温州金改的东

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加快股改

步伐。去年3月份，瑞安农村合

作银行实施增资扩股，向瑞商吸

纳民资进行增资扩股，共吸收5

亿多元民间资本，瑞安辖内多家

优质民企成功入股，入股企业涉

及机械业、汽配业、制造业、服装

业和电子产业等。

新改制的瑞安农商行下设1

家营业部、24家支行（其中二级

支行5家）、53家分理处、2家金融

服务点，共计营业网点80家，离

行式自助网点 29 家。截至 4 月

末，各项存款余额 208.15 亿元，

贷款余额135.02亿元。

“从农村合作银行到农商银

行，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一

种银行治理方式、经营模式、经

营理念的转变。改制不改根、换

牌不换心。”瑞安农商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行为“三农”服务的

宗旨不会变，仍将以“三农”、个

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为最主要的

目标市场客户。

改制后的瑞安农商银行建

立起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展现

出三大优势：首先是股权结构

更加优化，通过引进战略投资

者，集中一定股权，能够更好

地发挥资本的约束激励机制；

其次是治理体制更加顺畅，改

为股份制后更能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产权更加清晰；第三，

根据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比的

监管要求，通过增资扩股扩大

资本金后，瑞安农商行将会有

更好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

“农商行股改实际上是吸

收民间资金入股，金融领域引

入民资是一种推进开放的行

为，这也是瑞安金改民间资金

阳光化的一项重要通道。” 温

州银监分局瑞安办事处副主任

王建聪表示，农商行的改制成

功，资本金得到壮大，抵抗风

险的能力提高了，也有利于提

高农商行的经营管理能力，能

更好地支农、支小、支持实体

经济。下一阶段，我市还将进

一步着手村镇银行成立工作，

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

构正规渠道。

瑞安金改有了实质性突破。昨日，瑞安农商行正式开业，让不少民企圆梦。据介绍，新成立的瑞
安农商行总股本为10.03亿元，其中企业股东104家，占银行总股本的35.6%，民资在温州新一轮地方
金融机构改革中唱主角。

速读区

增资扩股引入5亿多元民资

瑞安农商行民资唱主角
■记者 项乐茹 通讯员 万立

没有鲜花，没有仪式，开业

从简。昨天一大早，瑞安农村合

作银行门口的牌子悄然换下，换

上崭新的瑞安农村商业银行牌

匾正式对外开业，这也标志着我

市农商行股份制改造工作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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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看平
上海证券：
昨日指数在跌破重要点位

后快速拉升，但成交量不但没有

明显放大反而出现小幅萎缩。

目前 A 股的尴尬之处在于，以目

前的点位继续做空将面临巨大

的政策风险，但做多又看不到指

数上行的动力和空间。策略上,

建议投资者以谨慎为主，回避或

逢高减持去年以来涨幅过高的

题材股。

期货

浙商期货：
周三国内期货市场涨跌互

现，塑料品种领涨盘面，而油脂

等其他品种基本以下跌为主。昨

日天胶冲高回落，盘间多头离场

的迹象明显，9月天胶下探试探5

日均线支撑，整体走势上延续震

荡格局。而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持

续小幅增加，后期因大豆到港开

机率提升，库存有继续增加的可

能，连豆油9月强支撑在2月跳空

缺口附近，后市仍然不看好。

（分析师观点仅供参考，

不构成投资建议）

（严小章）

昨日沪指跳空低开，并快

速走低，跌破2000点，创下两

个月新低，随后金融股展开反

击，午后股指继续震荡上行，媒

体、金融等权重股纷纷反弹，带

动股指一路上行。截至收盘，

沪 指 报 2024.95 点 ，涨 幅

0.84%；深成指报 7204.65

点，涨幅0.75%。

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

1406合约报收2119.2点，涨

19.8点，涨幅0.94%。
瑞安农商行揭牌

帮你

赚钱

瑞安日报培训中心2014年暑期班招生简章
瑞安日报培训中心自成立以来，凭借优

秀的师资、先进的理念和《学周刊》、“瑞安日
报升学宝”微信公众平台、学通社等平台已
成 为 深 受 学 员 和 家 长 欢 迎 的 教 育 品 牌 项
目。在 2014 年暑期班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师资，完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更加精彩的
课堂中和更加轻松的氛围中得到系统的训
练，达到以优良的收效和丰厚的回报。

一、小记者写作班
（一）招收对象
喜爱新闻采访，对写作感兴趣或作文基

础薄弱的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
（二）培训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课堂作文教学为

主，社会实践（采访、采风）为辅的方式。
（三）学员权利和待遇
1.学员在学习期间，正式成为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少年新闻学院温州分院学员和瑞
安市学通社小记者，享受各类活动和采访的
权利和待遇。

2. 《瑞安日报》 学周刊、“瑞安日报升

学宝”微信公众平台都作为学员的创作园
地，优秀习作均可发表，让学员的作品成
为全市数十万读者共同阅读的文章，更优
秀的作品将被推荐到 《中国小记者报》 等
报刊杂志上发表。

（四）时间安排
2014年7月初至8月中旬，每周3次，课

时16节。
二、小升初语文衔接班

（一）招收对象
即将升入初中的六年级毕业生或语文

基础薄弱的初一年级学生。
（二）培训方式
采取课堂作文教学和语文阅读理解（文

言文理解、现代文理解）相结合的方式。专
项突破作文和阅读，提升语文综合素质，为
语文教学推优给力。

（三）时间安排
2014年7月初至8月中旬，每周3次，课

时16节。
三、语文阅读理解高效班

（一）招收对象

语文基础知识以及阅读能力较为薄弱
的三至六年级学生。

（二）课程目的：
1.拓展语文知识；2.提升阅读分析、理

解、概括能力；3.掌握应试方法和答题思路；
4.全面提升语文综合实力。

（三）时间安排
2014 年 7 月初至 8 月中旬，每周 3 次，课

时16节。
四、儿童美术初级班

（一）招收对象
4-8岁对美术有兴趣的儿童

（二）培训方式
由温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为教育做安

排与指导，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师主教。
通过传授空间、色彩与线条的简单运用，提
高儿童绘画水平与兴趣，加强儿童的绘画想
象空间。教学内容：简笔画、蜡笔画、水彩
画、水粉画。

（三）时间安排
2014年7月初至8月中旬，每周3次，课

时16节。

五、儿童美术中级班
（一）招收对象
9-12岁对美术有兴趣的学生

（二）培训方式
由温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为教育做安

排与指导，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师主教。
通过传授空间、色彩与线条的运用，提高学
生绘画水平，加强学生的绘画想象力和审美
意识。教学内容：简笔画、蜡笔画、水彩画、
水粉画。

（三）时间安排
2014年7月初至8月中旬，每周3次，课

时16节。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7 月 5 日（节假日可

电话报名），额满将提前结束报名。
报名地点：瑞安市云海花苑一期2幢1A

室
瑞安日报大楼一楼市民服务中心（安阳

新区安福路30号）
上课地点：瑞安市云海花苑一期2幢1A室
联系方式：66883918 13706688086

理财产品

E点通5043号

（移动专属）

惠添利2236号

（分行专属）

惠添利2237号

（专属理财）

惠添利2238号

惠添利2242号

（温州专属）

理财
期限

92天

182天

92天

41天

91天

起售金额
（元）

5万\30万

5万\30万

100万

5万\30万

5万

认购期

5月22日-5月25日

5月22日-5月25日

5月22日-5月25日

5月22日-5月26日

5月26日-5月29日

到期日

2014.8.26

2014.11.24

2014.8.26

2014.7.7

2014.8.29

预期年化收
益率

5.2%-5.3%

5.3%-5.4%

5.5%

5.0%-5.1%

5.5%

每十万到期
参考收益（元）

1310.68

2642.73

1386.30

561.64

13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