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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跨跨年年理理财财产产品品收收益益率率再再超超55%%
理财期限多超90天，或与银行面临年终“大考”有关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赵兴超) 关注理财产品
投资的市民发现，进入 1 0月
份，虽然度过第三季度末，各
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不降
反升，不少超过5%。产品周期
大多跨年，业内人士称四季度
理财产品或均在高位运行，市
民看准就可以下手了。

近几天，不少常跑银行投
资理财产品的市民发现，和以
往度过季末收益下降不同，各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多上升到
了5%，隐约还有继续上涨的趋
势。“我9月底买了一批理财产

品，都是5 . 1%左右的预期年化
收益，可现在有一些产品竟然
都到了5 . 5%了，得赶紧再买
点。”在东岳大街中段一家国
有大行网点，市民孙女士目不
转睛盯着近几期发行的理财
产品说明书说。

在9月份银行季末揽储大
战结束后，部分市民等到产品
卖光才得知消息，没有买到想
买的产品。这一次，这部分市民
又有了机会。泰城各银行在售
理财产品中，收益超过5%的产
品不在少数。如中国银行在售
理财产品中，有近10款预期年化

收益均在5 . 3%以上，其中，四款
风险居中、门槛在10万元的产
品，最高收益为5 . 5%。泰安市商
业银行金紫薇理财产品，也有
部分在5%左右。兴业银行也有
多款理财产品预期收益超5%。

较高的预期收益下，与其
相对应的一大特点是理财期
限较长。记者综合多款收益超
5%的理财产品发现，产品期限
大多超过了90天，期限越长对
应的预期年化收益也有走高
趋势。如建设银行一款十万元
起点的249天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在5 . 05%，中国银行一款

2 7 3天的十万元门槛理财产
品，预期收益在5 . 5%。

业内人士称，目前收益率
较高的理财产品，期限多超过
90天。超过90天的期限，意味
着市民的投资就会跨年。各银
行虽然刚度过第三季度末的
考核压力，但马上就要面临压
力更大的年底考核，资金面还
有可能吃紧。提高这部分理财
产品的收益，也就顺理成章。
一直到年底，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很可能还会继续保持一个
较高水平，市民手头有闲置的
资金，就可以着手考虑了。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者
赵兴超) 本来不想多花每月

3元的信用卡消费通知短信，可
却在被盗刷后损失了一千元。14

日，记者调查发现，各银行就短
信通知收费不一，有的免费有
的收费。业内人士提醒，如此重
要的功能还是能开就开。

近日，市民周先生向本报
生活理财热线反映，自己的信
用卡不知道怎么被盗刷，只是
因为自己的一点小算计，盗刷
时没能收到短信通知。周先生
9月份信用卡还款日时，到银
行去查询欠款。账目显示欠款
1600元，可他只记得600元花在

了哪里，剩下的一千元不知道
什么时候刷的卡。查询详细账
目后，周先生发现有两笔500

元的消费，竟然是在8月中旬
上海一个地方刷掉的，可他根
本没去上海，更没有消费。银
行告知周先生，他的信用卡可
能被盗刷，但周先生无法提供
相关证明，更没有在出现被盗
刷情况后及时挂失、冻结，所
以责任承担上周先生有苦难
言。而周先生的信用卡账户也
没开通消费短信通知提醒，回
想开卡时的情景，周先生更加
懊悔，“开卡的时候我看那个
短信通知得收费，觉得没多大

用处，还多花了钱，就没开。”
周先生的两次被盗刷，间

隔了一天时间，也就是说，如果
开通了短信通知，在被盗刷的
第一时间确认是被人恶意刷
卡，就能及时挂失或者冻结账
户，避免再次出现。记者从多家
银行了解到，在信用卡被盗刷
问题上，挂失之前的盗刷损失
基本都要由用户承担，挂失之
后如果再出现则由银行承担赔
偿。信用卡短信通知就显得比
较重要，近日，中信银行、平安
银行计划对短信通知服务收
费，每月3元。记者从泰城各银
行了解到，在该项服务的收费

问题上也各自不同。包括工商
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银
行对此业务免费，建设银行、兴
业银行等按客户不同部分收取
3元左右的费用。交通银行收费
则分为两种，交易短信提醒每
月收费4元，到期还款短信提醒
每月收取费用3元，两者全年费
用合计84元。

泰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经
理刘女士告诉记者，在清楚消
费、防止盗刷等问题上，短信通
知起到不小的作用，市民不能
为了省小钱而担大风险。部分
银行已通过微信等平台发送消
费信息，也不失为一条好途径。

信信用用卡卡被被人人盗盗刷刷千千元元
银行：开通短信通知可有效降低风险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赵兴超) 一位市民拿钱
去ATM机还信用卡，有一张
百元纸币怎么都存不进去。原
来，这张纸币背面粘了一层透
明胶。银行工作人员称，透明
胶粘贴纸币容易对ATM机造
成损害，一般都不能收取。市
民在纸币残破时，尽量用薄纸
粘贴而非透明胶带。

13日，市民赵先生收到上
一期信用卡欠款的催收短信，
感觉拿着2000元现金，来到长
城路一处银行网点的ATM机
还款。赵先生一次性把2000元
现金都放进了存钞口，机器响

了一会吐出一张百元钞票。
“ATM机存钱都很麻烦，每次
都得多存几次。”赵先生觉得
可能又是钞票有折叠，把钞票
整理了一下就又放了进去。可
机器验钞后，又把这张钞票吐
了出来。赵先生就又整理了一
次，第三次把钞票存进去。这
一次还是不能存入，赵先生便
拿着钞票找到银行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拿过这张钞票看过
后，告诉赵先生是纸钞的问
题。在这张钞票背后，有一条
宽约半厘米的透明胶带，把钞
票横着粘了一下。赵先生十分
不理解：“我那些钱里面有的

还用很宽的白纸粘过一些，面
积比这个大得多了，怎么就能
存进去这张却不行呢？”

记者从银行了解到，像赵
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在ATM

机存款时会经常出现。部分市
民在纸币残缺、断裂时，就用看
似透明、不会隐藏钞票破损情
况的透明胶带，把残缺部位粘
贴好。殊不知，这种透明胶带粘
过的钞票，ATM机是不能识别
存入的。这种透明胶带粘过的
纸币，也有部分银行表示不便
收取。银行工作人员解释说，残
破纸币银行都要上缴人民银
行，人民银行处理这些纸币的

机器，很难清分、销毁带有透明
胶带的纸币，有时还会对机器
造成一定损伤。银行收取这类
纸币后，还得手动去除透明胶
带，改用薄纸和胶水粘贴费时
费力。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在粘贴残缺纸币时，不要用透
明胶带。用薄纸和胶水粘贴
时，也不要粘在纸币号码、防
伪特征等重要部位。收到残缺
纸币或自己不小心弄坏纸币
时，最好到银行营业窗口兑
换，残缺不足五分之四的能够
全额兑换，残缺一半的半额兑
换，超过一半的无法兑换。

透透明明胶胶粘粘残残币币AATTMM机机““拒拒收收””
银行：残缺纸币最好用薄纸粘贴

“央行首套888龙头豹子号、顺
子号大全套五大价值亮点，各个千
金！”，“人民币藏品今年涨幅高达
3 0 0 % ；特殊人 民 币 更是屡 爆 天
价！”，近年来，有关人民币收藏的
广告比比皆是。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近日专门
发文指出，广大消费者应警惕非法
人民币广告，避免在购买人民币收
藏品时上当受骗。一经发现非法人
民币广告行为，应及时向人民银行
和工商管理部门反映。

人民币收藏近年来热得烫手。
据说有些珍稀币种的价格涨幅惊
人。例如，第三套人民币中的背绿
水印壹角的市价超过5万元。如果
号码的最后三位数是同号，可以卖
到8万元以上。如果最后三位数是

“888”，其市场价格能达到15万元
左右；第一套人民币大全套据称目
前的市场价在400万元到450万元
之间。如果上述消息是真，一毛钱
能买辆车，一张人民币买一套房的
说法也就能让人相信了。但问题
是，谁见过上述“珍稀币种”？谁交
易过？

一位收藏界的老前辈指出，人
民币收藏投资或许具有增值保值
的功能，但是绝非零风险。例如，你
可能买到了假的人民币，也可能由
于人民币存放的时间太长，发黄发
霉。再加上人民币投资行业只是一
个新兴行业，很多规则尚未完善。

如果的确对人民币收藏有所
了解，且想尝试投资，那么一定要
注意这几个问题。首先，在币种选
择上要慎重。人民币的稀有度已经
不能完全显示它的价值了。很多老
精稀品种已经陷入有价无市的尴
尬境地，投资者在选择品种时一定
要三思。币种的价格变化是没有规
律的。其次，要通过各种有效的途
径了解市场信息，而不是听信广告
或卖方的一家之言。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与工商
管理等部门依法加大了对非法人
民币广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
央行提醒广大消费者，应警惕非法
人民币广告，避免在购买人民币收
藏品时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一经发现非法人民币广告行
为，应及时向人民银行和工商管理
部门反映，通过你我携手，使非法
人民币广告无容身之地，切实维护
人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尊严。

据中国证券报

近日，山东滨州博兴农
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
其前身为博兴农村信用社。
此次改制颇受关注的是，该
银行新增资本全部来自社会
资本。与博兴农商行类似，山
东各地多家信用社相继转身
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中最大
亮点就是吸纳更多社会资
本。信用社也因此成为山东
金改的“先锋”。山东省政协
委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陈华说，相对于
其他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对
信用社有着更多的话语权，
所以山东金融改革的破题首
选信用社“开刀”。

日前，山东省金融办、山
东省银监局等相关部门召开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座谈

会。该会议明确，山东省将研
究出台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
的政策措施，支持消化历史
包袱，吸引各类社会资本进
入，加快推进城区机构整合
和重点关注机构风险化解工
作，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改
造为运作规范、风险可控的
银行类金融机构。记者独家
获悉，山东省首家民营银行
借助此次金融改革，也在积
极等待着银行牌照的审批。

“由‘农信社’改为‘商业
银行’，这不是一个文字游
戏。”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岩松认
为。早在几个月前，高青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完成了它最
华美的转身，变身高青商行。

山东金融办主任李永健

在日前召开的山东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座谈会上介绍，山
东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把山
东省农村信用社改造为运作
规范、风险可控的银行类金
融机构。陈华认为，山东此次
金融改革，在吸引民营资本
方面，首先对信用社“开刀”，
让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金改
的“先锋”。相对于其他国有
银行，地方政府对信用社有
着更多的话语权，山东金融
改革的破题必然首选信用
社。山东信用社领先山东金
改，可以让信用社保持继续
服务“三农”的原主战场，又
能有效管控风险，把地下民
间资本吸引到地上，摆放到
阳光下，进行有力疏导。

据中国经营报

谨防虚假收藏
人民币广告

山东金改“第一刀”：信用社改为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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