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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利率市场化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自身的发展以及银
行用户,储存资金的客户有越来越大的选择范围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体现。在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银行
贷款以及存款业务也会发生适当变化,可以说利率市场化直接影响了银行经济效益。不过在利率市场化
情况下,银行遇到的困难也愈加明显,银行若要稳久获得发展,必须实施改革。因此,本文对提高银行经济
效益的策略展开了深入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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