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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银银行行卡卡““睡睡””一一年年再再用用得得先先交交钱钱
银行：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照扣，客户可重新办卡

本报泰安4月28日讯(记者
赵兴超) 储蓄卡放了一年多，卡
里没存钱，想重新使用时却被告
知要交钱，市民李女士觉得有点
怪，而经过银行对休眠账户的解
释，李女士发现实际上是自己疏
忽所致。部分银行规定，休眠账
户也要计算一定管理费用，建议
持卡人最好提前销户或者缴清
欠费再重新使用。

“我的银行卡里没放钱，也

一直没用，怎么重新使用还得交
几十块钱呢？”27日，李女士从保
险柜找出一张已经放了一年多
的储蓄卡，想重新存取现金作为
一张资金中转卡来用。她拿到龙
潭路中段一处国有银行网点存
钱时，被告知要缴纳几十元的费
用，包括卡片年费、小额账户管
理费。李女士很纳闷，觉得卡里
没钱也没用过，不应该交这笔费
用。银行给李女士的解释是银行

对该种储蓄卡有10元的年费，同
时，每个季度账户内低于300元
会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而在一
年多前，李女士曾向工作人员咨
询“不想用这张卡了怎么办”，当
时工作人员给她的答复是“放着
别管了，不用就行”。如今想重新
使用又得交钱，李女士感觉银行
的答复自相矛盾。

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网点柜
台处了解到，银行工作人员给李

女士答复其实并不矛盾。目前，对
于不用的储蓄卡，银行工作人员
大多建议市民取出钱后放着不用
就行，有的工作人员直接建议市
民自己把卡剪掉，不用再管。按照
银行内部系统的设定，超过一定
时间后，这类卡片及账户就被划
入休眠账户，再等一定的时间，休
眠账户就会被银行系统自动清
理。进入休眠期后，账户还会计算
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因为市民

不用的卡片大多已经没有钱抵扣
费用，因此产生欠费。当卡处于休
眠期又被市民激活或主动销户
时，就需要缴纳这部分欠费。“虽
然放着不用是比较简单而且不用
付费的办法，但为了以后不出现
不必要的费用和麻烦，在确定不
用时最好就先给卡销户。”泰城一
家中国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建议市
民，第一时间销户就不会产生这
些费用。

本报泰安4月28日讯(记者 赵
兴超 ) 本报生活理财热线栏目持
续面向市民征集线索，接受问题反
映，帮助协调解决。您在生活中遇到
的关于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的投
诉与纠纷，都可以向本报反映，本报
全力帮您解决。近一周来，已有二十
多位市民通过本报金融维权热线，
沟通协调长久以来的维权难题。

“我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纠纷，已
经好几年没解决了，能帮上忙吗？”

“我在银行遇到乱收费了，咋办？”
“银行卡被盗刷，银行不正面回应怎
么办？”……近一周来，本报金融维
权热线响个不停，本报一一与市民
详细了解情况，陆续帮助市民对接
沟通解决多年来的难题。

本报生活理财热线面向全市
居民，专门反映解诸如去银行办理
存款却被推销误导买了保险，购买
理财产品到期却达不到预期收益，
银行、证券、保险排队久、服务态度
恶劣，信用卡陷入收费陷阱或被盗
刷，银行、保险过错却让市民买单，
各种强加的霸王条款等问题……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市民在
投资理财过程中，并没有获得预期
收益，有些人甚至还损失了本金。
这其中有的是因为市民缺乏理财
知识，对投资渠道认识不足所致；
有的则是受金融机构的误导或夸
大宣传的影响而盲目投资。记者从
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及银行、保险
公司和证券、基金公司的投诉已经
成为投资者投诉的新热点。然而，
由于很多金融理财产品比较专业，
很多专业术语也非常晦涩难懂，从
而增加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维权的难度。

本 报 生 活 理 财 热 线 电 话 ：
18653881086，您可以反映在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各类银行、保险、证券等
投诉纠纷，也可以“吐槽”所遭遇的
各类不公平对待，或者指出金融机
构所存在的问题，请拨打热线反馈
或发送到邮箱：qlwbzxc@163 .com。

本报泰安4月28日讯(记者 赵兴
超) 在ATM机存取款时，打印凭条是
一些市民随手操作的习惯。而拿到凭
条后，许多人总是看一眼就随手丢掉。
在不少ATM机前，总能见到随手丢弃
的凭条。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凭条内有
账户信息，虽然做了技术处理但也有
泄露危险，建议市民保留好凭条，还能
作为给他人转账等的凭证。

27日，在长城路一处农业银行网
点，记者在ATM机前遇到正在取钱
的孙先生，拿到凭条后，只看了一眼
就把凭条落在操作台上，收起钱包就
往外走。记者提醒孙先生遗忘了凭
条，孙先生才回过身去捡起刚落下的
凭条。孙先生说，每次存取款都会打
印凭条核对一下，但感觉没多大用
处。

近几天，记者在东岳大街、长城路等
多个路段ATM机前看到，有的市民在操

作拿到凭条后随手一扔。在财源大街中
段一处自助银行内，ATM机打印出来的
凭条随处可见，有的直接被市民丢在机
器上，有的扔到大厅里。

东岳大街一处建设银行网点工
作人员介绍，一般遇到客户随意扔掉
凭条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主动提醒
或者撕掉扔进废纸篓。凭条上账户号
码、卡号等私密信息虽然做了技术处
理，但仍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拿到，威
胁市民的账户安全。银行业内人士表
示，许多市民打印凭条都只是随手一
点，拿到后甚至不看一眼。保留凭条
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既能确保账户安
全，也能留作核对账目的凭证，如可
以用作给他人打款后的凭据。如果确
实没有保留凭条的习惯，可以在存取
款等操作之前先核对账户账目，操作
后再核对一下，确认账目没有出错
后，就不用再打印凭条了。

本报泰安4月28日讯(记者
赵兴超) 市民龚先生在迎

春小区有一处小房产，平时出
租按月收取租金，但最近发现
租金收入还不如卖房后的利
息，打算卖房后一揽子投入到
银行定期存款中。理财师建
议，此种理财方式不可取，应
该分别投入到不同的理财方
式中，以平摊风险稳定收益。

28日，家住东湖附近的龚
先生致电本报生活理财专刊，
咨询自己在理财生活中的一
件难事。龚先生家中有两套房
子，大一点的那套自己居住，

小一点的那套位于迎春小区
用来出租，每个月租金700元
左右。最近，龚先生看了一些
卖房理财的新闻，自己算了一
下账，感觉租房的收益好像不
如卖房后用来存款或者理财。
龚先生说，每个月房租700元
一年也就8400元，根据周边房
子的价格，他这套房子大概能
卖40万元，存成一年期定期存
款，每年利息至少1万2千元。

做好了卖房理财的打算，
龚先生又为资金的投向发了
愁。龚先生之前从没打理过超
过20万元的资金，也不清楚该

怎么理财能稳定增收。一向信
任银行的龚先生，初步打算是
把这笔钱全都存成定期存款，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知道银
行定期或者国债”，所以想通
过本报手把手教理财栏目获
得有用的建议。

对于龚先生情况，理财师
建议他既然下定了卖房理财
的决心，就应该好好打算这笔
钱的理财途径。龚先生属于比
较保守的风险偏好，但陷入了
一个误区：“把钱全投到一种
稳定的理财途径中”，虽然看
似有稳定收益，但并不能获得

尽可能高的收益。龚先生考虑
全部投入到3年定期或5年国
债，理财师表示这种理财方式
缺乏流动性，一旦有急需用钱
的时候，不仅损失了理财收
益，还无法保障资金流动性。
理财师给龚先生提供了初步
的理财计划，按照自己的需
求，分别投入3年定期存款、5

年国债及三个月期至一年期
的不同银行理财产品，可兼顾
收益与流动性，具体投入比例
还要龚先生自己考虑家庭所
需制定。

金融维权
我们在行动

手手中中有有2200万万存存定定期期还还是是投投资资理理财财
理财师：定存、理财产品、国债兼顾最稳妥

手把手教理财

AATTMM机机取取完完款款，，凭凭条条随随手手就就扔扔
银行工作人员：内有个人账户信息，扔前先撕碎

生活理财热线

一张凭条被丢在ATM机前。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金融大课堂

圣大影城

《里约大冒险》3D 片长95分

钟 票价25元 18:40

《催眠大师》 片长100分钟

票价25元 09 :40 11 :40 13 :25

15:10 16:55 19:05 21:10

《同桌的你》 片长95分钟 票

价25元 10:00 11:25 12:50 14:

30 16:10 17:50 19:30

《美国队长》3D 片长130分钟

票价25元 10:35 13:05 15:20

20:20

《冰封：重生之门》3D 片长85

分钟 票价25元 17:35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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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封：重生之门 (数字3D) 票

价60元 片长90分钟 10 :00

10:50 11:45 12:35 13:30 14:20

15:15 16:05 17:00 17:55 18:45

19:40 20:30 22:15

超验骇客(数字3D) 票价60元

片长115分钟 12:55 21:05

里约大冒险2(数字3D) 票价60

元 片长95分钟 17:30 19:15

美国队长2(数字3D) 票价60元

片长130分钟 10 :35 15 :05

21:25

同桌的你 票价60元 片长

100分钟 12:45 13:55 14:35 15:

45 17:40 19:30 21:20

催眠大师 票价50元 片长95

分钟 10:15 11:00 12:00 13:45

15:30 16:25 17:15 18:10 19:00

19:55 20:45 21:40 22:30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票

价50元 片长130分钟 11:30

4 .２９影讯

大乐透 第14048期
01 02 05 15 35 + 01 11

排列3 第14110期 4 7 5

排列5 第14110期 4 7 5 5 0

（孙静波）

3D 第2014110期 7 6 8

七乐彩 第2014048期
01 03 08 16 23 27 28 + 18
23选5 第2014W110期
1 4 6 10 13 （孙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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