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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老老伴伴过过世世留留下下一一张张密密码码存存单单
密码不知道、存单已过期，银行帮老人公证取出钱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
者 赵 兴 超 通 讯 员 陈
亮 ) 8 1岁的老人赵先生，2

月份找到一张已去世的老伴
留下的密码存单，在泰安市
商业银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
帮助下，忙活了一个多月办
理了公证，取出这笔已经过
期一年多的存款。

前几天，已经 8 1岁的泰
城市民赵先生，终于从银行
取出了老伴留下的 2万多元
存款。因为存单过期已经一
年多，赵先生也不知道存单
密码，而且存款人是他已经
去世一年多的老伴，赵先生

一度为这笔存款犯愁。今年2

月份，赵先生拄着拐棍来到
泰安市商业银行城东支行办
理到期定期储蓄存单支付业
务，柜员了解到，存单存款人
是 他 老 伴 的 名 字 ，存 单 于
2012年11月5日到期，但是其
老伴已经于2012年2月去世。
老人收拾东西时，偶然发现
这张设有密码的过期存单。
按照相关规定，原存款人死
亡，代理取款人需要提供公
证处出具的继承权证明书才
能正常办理取款手续。柜员
向老人家耐心说明，并建议
老人去公证处开具相关手续

后再来办理。但是老人并不
认同，坚持认为钱存进了银
行，与公证处没有关系，自己
有老伴的死亡证明，取款不
需要再经过其他手续。

支行会计主管和内勤主
管也向老人做耐心解释，而老
人并不理解，坚持要取钱，随
后几天每天都到支行要求取
款。鉴于事情特殊，正在外地
考察的城东支行行长听说后
赶回泰安，把老人请进办公
室，端上茶水好言相劝。通过
沟通，老人透露有五个儿女，
平时很少来往，担心这笔存款
会被儿女分掉。在耐心劝说

下，老人打消疑虑，并承诺将
其五个儿女约齐签字，银行派
专车到公证处帮助老人公证。

随 后 一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里，城东支行行长、综合科长
和客户经理先后多次到老人
及其子女家、社区、公证处，
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帮助
老人协调公证。经过工作人
员努力，4 月初公证手续办
齐，老人接过两万多元现金，
为泰安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
规定感到佩服，更为城东支
行的人性化服务而感动，心
中的怒气和抱怨全都化为对
工作人员的感激和内疚。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赵兴超) 市民赵先生着急

用信用卡，却没考虑到自己曾
有过三次逾期还款，申请办理
信用卡后拿到的是一张零额
度卡。

“我的信用卡怎么是零额
度，这让人怎么用啊？”前几
天，赵先生拿到了期盼一个月
的信用卡，而打开信件才发
现，信用卡额度一栏写着零额
度。为了申请这张信用卡，赵

先生前前后后跑了两次银行，
还为了盖收入证明的公章专
门找领导签字，一番折腾竟然
拿到没有额度的信用卡，让赵
先生非常郁闷。“我还想用信
用卡给每个月的车贷帮点忙，
减轻一下负担，这下可好，有
信用卡也不能用。”赵先生叹
气道，客服人员的回答是他有
过几次贷款还款逾期，信用记
录不太好，所以没办下额度。

赵先生有点郁闷，他觉得

如果没有额度就别核发信用
卡，发了卡还没额度，让人太
为难。在查询过征信记录后，
赵先生也找到了导致信用卡
零额度的三次贷款逾期记录，
他也坦言当时钱紧张没有及
时还款，但没想到会影响到信
用卡额度这么严重。

“零额度信用卡是个别银
行为了降低透支风险所管控
的结果，同时还想保持住潜在
客户，所以下发了零额度。”

泰城一家银行资深从业人员
表示，虽然额度为零，但仍具
有信用卡功能，而且如果不能
满足刷卡次数、金额等免年费
要求，也会产生年费。对于零
额度信用卡，持卡人最好的办
法是向卡中每个月固定存款
500元以上，并且刷卡消费掉。
这样做连续三个月以上，银行
系统会自动根据持卡人存款
与消费情况，逐步提高信用卡
额度。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申请注销信用
卡，提交了一个月还没有通
过，市民宋女士纳闷银行为
何不让她注销。原来，宋女士
漏接了银行向她确认注销信
用卡的电话，自以为还清欠
款就能销卡。

“我的信用卡怎么还没注
销，都申请一个月了。”14日，
市民宋女士拨打银行客服热
线得知，她名下的一张信用卡
还没有销卡，而她已经在3月

初申请销卡了。宋女士说，她
手里有两张信用卡，感觉控制
不住刷卡消费的冲动，隐约有
成为“卡奴”的风险，就下决定
注销一张留下一张。听说销卡
得清理欠款，宋女士专门到银
行，把信用卡欠款全都还清
了。随后，她通过电话银行提
交销卡申请。

之后，宋女士觉得欠款
已经还清，也没发生过逾期
还款等不良记录，就把销卡
的事渐渐淡忘了。前几天，她

偶然想起销卡的事，电话咨
询时才发现卡没注销。客服
人员给她的解释是，电话与
宋女士确认销卡时，电话没
有接通。宋女士这才想到，3

月底的一天在开车时，她看
到手机来电有一个北京的号
码，当时不方便接听，之后也
没有再接到。客服人员告诉
宋女士，银行需要和她电话
确认销卡，如果没有接通电
话，就会暂停销卡。

不仅销卡确认电话不能

漏接，业内人士表示，信用卡
欠款也不止是账户内显示的
欠款，还要包括隐性年费等。
泰城一家国有银行信用卡部
经理刘女士介绍，一般开卡
两年后，信用卡会收取年费。
年费会在达到刷卡次数或金
额时免收，而持卡人没有达
到免年费标准时就注销了信
用卡，年费还会在达到计费
周期后产生。建议市民在销
卡前，达到银行规定的免年
费标准，或者提前存入年费。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刘先生4月份生意上资
金紧张，急需流动资金，就想把已
经投保多年的一笔保单退掉，周转
资金用于生意。在保险公司工作人
员建议下，刘先生利用保单借款功
能，没退保就筹到了资金，还保住
了保单避免了退保损失。

4月10日，在泰城做生意的刘
先生，接到一笔大单子，但把手头
可以筹措的资金做了一下汇总，发
现还是不太够，急需要尽快筹措资
金缺口，不然到嘴边的肥肉眼看着
就要跑了。刘先生想到自己在平安
寿险的一份高额人寿保单，虽然提
前退保会有一定损失，但为了保证
生意，想忍痛退保。来到平安人寿
泰安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刘
先生的困难后，告诉了他一个好消
息：“不用退保也能筹到钱”。原来，
刘先生的保单有借款功能，不需要
退保，按照正常借款手续和利率，
就能完成借款，满足资金缺口的需
要。刘先生了解清楚借款利率、可
借额度与还款详细信息后，马上做
了保单借款，避免了退保带来的不
必要损失。

原来，所谓保单借款，就是投
保人用自己手中具有借款功能且
在有效期内的保单，向保险公司申
请借款，一般最多可以借到保单现
金价值 (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 )

的8 0%；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
月，借款利率执行借款时公司执行
的借款利率，到期还本息；如资金
周转困难，也可只还利息，相当于
续借本金；如到期未偿还本息，则
所借本息作为新的借款本金计息。
因当借款本息达到保单合同现金
价值时，合同效力会终止，所以一
般只建议用作短期借款。如平安保
险规定的保单借款和还款手续非
常简单，可持身份证和手机到公司
柜面开通平安一账通高级权限，自
己登陆平安一账通随时办理保单
借款和还款，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还可给保单服务人员打电话，
核实情况后，借款会自动在2-3个
工作日，打到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
上(还款同上)。

三三次次逾逾期期还还款款
申申请请到到信信用用卡卡““零零额额度度””

申申请请销销卡卡后后需需有有电电话话确确认认
如果客户漏接电话，银行将暂停销卡

保单能借款
期限最长6个月

圣大影城

《天才眼睛狗》3D

片长90分 票价25元
16:55

《整容日记》
片长80分钟 票价20元
10:00 11:25 14:30 17:35 20:10

《美国队长2》3D

片长130分钟 票价25元
10:30 12:45 15:00 17:15 19:30
20:40

《里约大冒险2》3D

片长95分钟 票价25元
13:35 15:15 18:30

《大力神》3D

片长95分钟 票价25元
10:20 12:50 15:55 19:00 21:35

《特工艾米拉》
片长90分钟 票价20元

12:00 21:4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
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横店影城

《美国队长》3D

票价60元 片长125分钟
10:30 11:50 13:00 14:15 15:30
16:45 18:00 19:15 20:30 21:45

《里约大冒险2》3D动画
票价60元 片长100分钟
10:10 13:55 17:40 19:35

《大力神》3D

票价60元 片长100分钟
10:00 12:05 15:45 21:30

《整容日记》
票价50元 片长85分钟
14:55 16:35 18:10 19:45 21:20

《追爱大布局》
票价50元 片长100分钟
11:30 13:25 15:15 17:05 18:55
20:05 22:00

《白日焰火》
票价50元 片长105分钟
10:50 12:45 16:25

《谁偷了我的菜》
票价50元 片长95分钟
14:40 18：20

《硬汉奶爸》
票价50元 片长90分钟
20:45 22:25

《厨子戏子痞子》
票价50元 片长105分钟
10:40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票价50元 片长130分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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