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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银行季末揽储压力大 理财产品重回高收益

部部分分理理财财产产品品收收益益率率超超55%%
本报泰安9月9日讯 (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杨帆 ) 随着
今年第三季度季末到来，9月份银
行揽储压力增大，泰城部分银行
推出的理财产品以超过5%的高
收益，来吸引客户购买。业内人士
提醒，不仅要看预期年化收益率，
还要问准净收益。

进入9月份，不少热衷于购买
理财产品的市民发现，银行发行
的理财产品收益悄然提高，各家
银行互相暗暗较劲，预期年化收

益率超过5%的产品不在少数。
“上个月大部分理财产品都还在
4 . 8%左右，刚过了9月1日一股脑
都提到5%了，我都不知道该买哪
家好了。”在东岳大街几家分行转
悠了一圈，市民杨女士高兴地有
点难以做选择。

记者走访泰城多家银行了解
到，目前发行的理财产品门槛较
低、收益超过5%的占了很大一部
分。如兴业银行发行的多款产品，
最低门槛为5万元，预期年化收益

率都在5%以上，有一款181天产品
年化收益率达到5 . 4%。中国银行
近日销售的40多款人民币理财产
品中，7款产品预期最高的年化收
益率达到5%，21款超过5%，最高
的一款达到5 . 4%，91天左右的理
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4 . 75%

到5%之间。包括农业银行、建设
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也都有
多款超过5%预期收益的产品出
现。各银行集中涌现的较高收益
产品，大部分也多为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即使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产

品，包括泰安市商业银行等在内
的多家银行，近期发行产品对市
民来说也颇具吸引力。如泰安市
商业银行金紫薇理财产品中，所
有保本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都接
近5%，有一款176天产品达到了
4 . 9%，堪比非保本浮动型。

“每到季度末，银行揽储任务
都很艰巨，资金压力大， 想尽办
法吸引客户资金。各银行纷纷提

高理财产品收益，也是市场竞争
造成的。”泰城一家国有银行理财
部经理陈先生说，特别是进入下
半年，部分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也
需要尽可能补充资金。市民虽然
可以“趁火打劫”购买这部分高收
益产品，但也要考虑到自身情况，
不能被表面“预期年化收益”迷
惑，还要甄别是否保本、大致净收
益如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投资
增值。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杨帆)

又到了旅游旺季，许多人选择
出境旅游，不想携带大量现金
又如何在境外取现最省钱，成
了不少市民考虑的问题。泰城
部分银行未开通境外取现业
务，有银行按每笔取现数量收
费还有最低手续费，市民在外
取现还要多算算账。

马上就是中秋节、国庆节
了，很多人想要错开旅游高峰
期，提前享受假期，近期，家住
高新区的刘女士就遇到这样
一个难题，“出去一趟想买些
东西，又不敢带太多现金。”本
来想趁休假时间出去旅游，但

带着太多现金在身上总感觉
不太安全，不如存在卡上，到
了国外再取钱。但各银行的手
续费，着实把她难住了，“境外
取钱差距太大了，一家一家跑
眼都花了。”

9日，记者从泰城部分银
行了解到，每逢九、十月份，都
有市民咨询境外出游使用现
金的问题。考虑到携带现金的
安全隐患，部分银行开通境外
ATM机取现业务，但其中收
费参差不一。东岳大街中段一
家银行大堂经理说，只要带有
银联标志的借记卡、信用卡，
大部分都能在境外进行交易，
而市民手中银行卡到底能不

能在境外取现，还要在出国前
与各自银行确认。交通银行一
家网点工作人员就表示，其借
记卡暂时不能境外取现，信用
卡则可以。

境外取现的费用是市民
最关心问题，记者了解到，各
银行在该方面差距不小。邮
政储蓄银行的境外取现收费
标准是12元加取款金额的千
分之五，工商银行的境外取
现是12元加取款金额的百分
之一。王先生是泰城一家合
资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经
常去国外旅游，前几次去的
时候由于没有经验，结果在
国外分几次取了 3万多元现

金，光手续费就花了300多元。
最近一次出国之前，他去银
行比较了一下各银行的境外
手续费，省了接近一半的取
现手续费。

业内人士提醒，在境外
取现，一定要找带有银联标
志的ATM机，可以尽量节省
手续费。不仅各银行对取现
收 取 手 续 费 ，市 民 在 境 外
ATM查询时，也有每次2元到
4元不等的查询费用。尽量使
用等级高的借记卡，等级越
高，手续费就会越优惠。另
外，还要看护好密码，在国外
取钱时也要注意遮挡密码防
止被盗。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杨帆)

近日，中国银监会发布《银行
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具体明确
八项禁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规定。泰安银监分局今年
来通过银行签署承诺书、制定
投诉处理细则等，已妥善解决
90余件消费者投诉，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

4日，中国银监会在其官
网发布《银行业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指引》，针对银行业
中存在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作出八项禁止性规定，

包括不得在营销产品和服务
过程中以任何方式隐瞒风
险、夸大收益；不得在格式合
同和协议文本中出现误导、
欺诈等侵害银行业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条款；不得主动提
供与银行业消费者风险承受
能力不相符合的产品和服
务；不得在未经银行业消费
者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向第
三方提供个人金融信息；不
得向银行业消费者误导销售
金融产品；不得随意增加收
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不
得无故拒绝银行业消费者合
理的服务需求；不得在服务

中对残疾人等特殊银行业消
费者有歧视性行为。

9日，记者从泰安银监分
局了解到，该《指引》提出了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制度保障要求，规定了监
管部门对于银行业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监督职责，特
别是对经查实的侵害银行业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采取必要监管措施，
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履
行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的主体责任。今年以来，泰
安银监分局将银行业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列为年度十项

重点工作之一，专门成立“银
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
室”，制定了《泰安银监分局
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实施
细则》，结合当前辖区实际出
台了《2 0 1 3年泰安市银行业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施意
见》，会同市银行业协会和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签署了

《泰安市银行业消费者权益
保护承诺书》。

截至8月末，泰安银监分
局今年已经累计接待和妥善
处理消费者投诉90余件，让每
一位银行业消费者的正当权
益得到合法维护。

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今
日正式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上市交易，阔别18年之后，
国债期货终于重回中国资本
市场。业内人士提醒，由于国
债期货采取保证金交易制
度，保证金比例较低，既放大
了盈利也放大了亏损，因此
投资风险并不低。

“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
要求跟股指期货类似，开户
门槛也是50万元。”冠通期货
贵阳营业部总经理杨幸国表
示，对于已经参与股指期货
的个人投资者，只需要签订
金融期货交易协议，就可直
接参加国债期货交易。

据杨幸国介绍，此次上
市的国债期货合约标的为面

值100万元人民币、票面利率
为3%的名义中期国债，最低
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合约价值
的3%，由于在国债期货上市
之初，期货公司为了加强风
险防控，会大幅提高保证金
比例，算上期货公司加收的
保证金比例，投资者买一手
国债期货需要5万元。

与股指期货采用指数点
报价方式不同，国债期货采
用的是百元竞价报价方式，
以面额100元的国债价格为单
位进行报价，最小变动价位
是0 . 002点，每变动一个最小
价位，资金将上下浮动20元。

国债作为一种具有主权
信用的固定收益证券，一般
被视为“无风险”产品，因此，

有些投资者难免会认为国债
期货的投资风险很低。但业
内人士表示：由于国债期货
采取保证金交易制度，保证
金比例较低，既放大了盈利
也放大了亏损，一旦行情不
利，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相当
大。

另外，国债期货采用当
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计
算盈亏。如果行情出现不利
变化，当日结算后，投资者可
能需要追加保证金。若不在
规定时限内补足保证金，投
资者将会面临被强行平仓的
风险。因此，投资者在参与国
债期货交易时，需要有足够
时间盯盘。

据贵州都市报数字报

国债期货18年后重开
开户门槛50万元 投资门槛5万元/手

境境外外取取现现查查询询 都都有有手手续续费费
提现手续费最高过百元

银监部门发布《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

禁禁止止隐隐瞒瞒风风险险夸夸大大收收益益

网上支付的成功率究竟如何，
各家银行谁在网上最受欢迎？支付
宝9月2日首次对外揭秘相关数据。7

月份支付宝银行服务月报显示，截
至7月份，支付宝合作银行达到158

家，当月共实现平均支付成功率
86 . 42%，其中，信用卡的网上支付成
功率最高，平均达到95 . 91%。

银行网上支付

成功率达八成

支付成功率是用户支付体验满
意度的一个综合体现。7月份，全国
158家银行的网上支付成功率平均
达到86 . 42%，环比上升0 . 88%，表明
在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共同推动
下，用户网上支付体验持续获得稳
步提升。所有银行中，大新银行以
98 . 37%的支付成功率居首。总体来
看，中小型银行的网上支付成功率
普遍高于大行。四大行中，建行以
88 . 91%的支付成功率领跑，而工行
和农行的网上支付成功率则低于平
均水平。支付宝表示，银行网上支付
成功率稳步提升，甚至绝大多数小
银行的支付成功率能够遥遥领先于
大银行，不需要开通网银的快捷支
付功不可没。据统计，支付宝快捷支
付用户数已突破1 . 5亿。

信用卡支付成功率近96%

在所有的银行卡网上交易中，
信用卡的支付成功率最高，达到
9 5 . 9 1 %，相比之下，借记卡只有
83 . 65%。这种差别一方面是因为用
户借记卡存在余额不足等情况，另
外部分借记卡在申请时没有预留手
机号或者换号后没有及时更新绑定
手机号，也会导致借记卡的快捷支
付成功率相对偏低。数据显示，大行
中，建行的信用卡以97 . 49%的支付
成 功 率 排 第 一 ，第 二 是 招 行 的
97 . 21%，工行信用卡支付成功率为
93 . 77%，排名相对靠后。

据北京青年报

银行网上支付
15%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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