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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使用信用卡
四大注意事项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许
多人已经有了外出旅行的计划。
那么在使用信用卡时，持卡人在
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注意事项一：预授权占用信
用额度

一般来说，预授权额度不能
超过卡片可用额度的上限。预授
权一旦确认产生，卡内相应资金
也就会被冻结，信用额度也将减
少相应的数目。在结账时扣除实
际消费金额或商户撤销预售权之
前，这部分金额在短时间内会被

“冻结”。而当客户对预授权进行
结算后，该预授权会被取消。

注意事项二：进行预授权后
注意资金安排

据记者了解，有时预授权冻
结的信用额度并不等同于实际刷
卡时显示的金额，部分银行会在
实际预授权的基础上再多冻结
15%的透支额度。因此，对于依赖
信用卡消费的持卡人来说，在进
行预授权后应特别注意做好相应
的资金安排及准备，以免在进行
其他消费时遇上信用额度不足的
窘境。

注意事项三：认真核对POS机
打出的签单

在刷预授权时，要认真核对
POS机打出的签单，如果刷的是预
授权，交易类型栏里会明确标出，
确认后再进行签字。另外，持卡人
务必开通信用卡短信通知功能，
对于您的消费可以做到随时知
晓。如果出现问题，及时跟发卡行
联系。

注意事项四：需留意预授权
的撤销

在有意取消预订时，应在规
定期限内请求酒店或代理机构办
理预授权撤销手续，并索要注销
号码，作为取消凭证在完成退房、
退租等手续后，持卡人也应有意
识地主动要求或确认相关商户立
即撤销预授权，恢复额度的同时
消除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损失。

多银行加码养老理财

在养老金领域，此前，银行所
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资金托管机
构，近两年才逐步推出养老理财
产品。这类产品或只针对老年客
户发售，或是将养老金长期投资
的理念融入产品设计之中，为投
资者进行养老规划提供全新的理

财渠道，促进养老金配置管理多
样化。以光大银行一款养老理财
产品为例，截至2014年3月底，该
产品规模约为25亿元，自成立以
来月度年化收益率维持在 6 % -
6 . 8%的区间。这款产品存续期限
长达15年、每月15日开放申购赎

回，无申购费用，为鼓励长期投
资、隔离短期套利行为，对于持有
期在一年以内赎回的份额收取赎
回费。

记者发现，招商银行、平安银
行等多家银行都推出了养老理财
产品，而这类期限较长的银行理财

产品，大多年化收益率都在6%以
上。在华夏银行的几家营业网点，
记者发现该行也针对中老年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情况，推出了
慧盈保本型理财产品，该产品本金
100%保证安全，可开具存款证明，
购买起点较低，可办理质押贷款。

养老理财主打安全牌

普益财富发布的一份报告认
为，商业银行正在将触角伸向“养
老”市场，在理财产品中融入养老
的理念。这些产品募集资金大多投
向债券和货币市场，以稳健为主，

符合养老产品安全的理念。
普益财富研究员曾韵佼表示，

银行转战“养老”市场，与银行理财
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是分不开的。
对银行而言，推出养老专属理财产

品，一是可以扩大目标客户群体，
将有养老需求的人群作为潜在客
户来开发；二是可以更好地服务现
有客户，让他们通过银行理财产品
同样能实现“养老”目标。“养老问

题一定是下一个五年最核心的问
题之一。现在银行业对此很重视，
不仅将此列为一大利润重心，也视
为未来战略性业务重点。”一位股
份制银行人士说。

多多家家银银行行转转战战养养老老理理财财
安全成养老理财主打

“我都快退休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养老投资渠道。”昨日，在南湖一家银行网点，汪先生与理财经理聊起了自己的困惑惑，他希望能找
到一些比较稳定简便，收益又还比较靠谱的理财产品，也为自己养老做个储备。本报记者了解发现，这是不少独生子女女父母都很关心的
一个话题。事实上，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多家银行近期纷纷推出了养老概念的理财产品，瞄准了老龄社会带来的大市场场。

跟跟犹犹太太父父母母学学理理财财
把股票当礼物送孩子已成惯例

建建行行微微信信银银行行——领领跑跑移移动动金金融融新新时时代代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拥有4亿以上注册用户的微信成为
新媒体营销的重要平台之一，也成
为各大银行抢滩移动金融服务的重
要阵地。许多银行微信平台纷纷从

“订阅号”转战“服务号”，从单纯的
信息推送转型向用户提供周到细致
的掌上金融服务。日前，中国建设银
行全面升级微信公众平台，兼具金
融服务和在线客服功能，为用户提
供体贴入“微”的移动金融体验。

拥有国内手机银行业务规模最
大，用户数过亿的建设银行一直是
移动金融领域营销创新的先行者。
据悉，升级后的建行微信平台，由原
本推送单一的营销活动信息及投资
理财、营业网点查询转变为集微金
融、悦生活、信用卡三大业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智能“小微”为客户排忧解难
建行微信平台被最新命名为

“小微”，用户只需关注“建行电子银

行”微信公众账号，不仅可以第一时
间收到“小微”的账户变动提醒，实
时掌握金融资讯，“小微”还能帮用
户轻松办理生活缴费，让用户体验
到真正的掌上金融生活。“小微”在
提供多样功能的同时，其耐心周到
的服务态度也是一大亮点，能随时
解答客户的业务咨询问题。

体验新版建行微信银行，点击
“微金融”、“悦生活”或是“信用卡”
中的任何业务，“小微”会及时以可
爱呆萌的网络流行话语回复用户，
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小
微”的亲和力。经了解，建行微信银
行之所以命名为“小微”，是想通过
微信银行平台切实地为广大用户提
供无微不至的服务与关怀。而“小
微”采用网络流行语与用户沟通，不
仅拉近了与用户的心理距离，也让
用户感受到建行的真诚服务。

丰富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
全新推出的建行微信银行可以

为客户提供包括“微金融”、“悦生
活”和“信用卡”在内的多项人性化
功能和服务。

客户可以通过微信银行第一时
间获得账户变动提醒，在“微金融”
版块下，还能查询自己的账户余额，
实时掌握金融资讯，购买理财产品，
与微客服“小微”进行在线互动。

使用“悦生活”版块让客户轻松
缴纳话费、水电费、宽带费、物业费
等日常费用，还可以购买影票、机
票、彩票，为游戏点卡充值，帮助客
户轻松查询建行网点信息，让客户
闲暇时还能买个彩票碰碰运气。

“信用卡”版块能够让客户更便
捷地进行信用卡申请，查询信用卡
账单信息，进行账单分期、信用卡还
款，查询信用卡额度和积分，“小微”
还能随时为客户提供信用卡方面的
服务。

统一平台精心部署 客户体验
同业领先

建行微信银行主要运用了人工
智能、语音识别、GPS定位等先进技
术，结合客户可用性测试等方法，为
客户提供在线客服、金融服务、信用
卡服务、生活服务等微信银行服务，
满足客户多样需求。

建行微信银行为客户提供统一
的微信服务平台，客户不需按业务
种类分别添加多个银行服务号，通
过关注建行统一服务号“建行电子
银行”即可享受全面的微信银行服
务。客户可通过点击页面菜单，或向

“小微”发送文字或语音指令，即可
在线办理银行业务。通过微信绑定
储蓄账户或信用卡后，可享受免费
的账户变动通知与快捷的账户查询
服务。通过一站式生活缴费休闲出
行服务，让客户可以免去排队、跑断
腿等缴费、购票的困扰。不仅如此，
建行微信银行还向客户提供同业最
灵活便捷的周边网点查询服务，客
户通过微信定位功能，将位置发送

给“小微”，即可获得周边建行网点
排队情况以及建行自助银行、ATM

等信息。建行通过精心设计和部署，
让微信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客户
体验。

建行每一次创新都吸引了业内
极大关注，当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商
业银行在微信平台上真正实现了多
种金融服务。建行此次全面升级微
信公众平台“小微”，整合完善各项
金融服务，对国内其他银行无疑有
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微信银行是建行在互联网络平
台上跨界部署的一大电子银行移动
金融服务，是建行服务广大客户的全
新渠道。微信银行服务通过运用社会
化网络的工具及人气，不仅强化了建
行的品牌形象，提升了客户的关注
度，同时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
理念，使建行电子银行更好地接近客
户、了解客户、与客户互动，为客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犹太人为什么
那么富有？他们不
光很勤奋，在孩子
教育方面，也从小
就让孩子树立对金
钱的正确态度，在
生活的一点一滴中
提高孩子的财商。
犹太人善经商，天
下人尽知，大名鼎
鼎的格林斯潘、伯
南克、索罗斯、雷曼
兄弟、所罗门兄弟
都是犹太人。犹太
人在商业上的精明
不都来自天分，其
实在传统里，他们
就认为拥有商学思
维、商业头脑是一
种基本的生活技
能，所以在对小朋
友的教育上很有一
套。

犹太孩子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是股票

当孩子满一岁的时候，很多犹
太父母都会把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
子，这是犹太家庭的惯例，也是犹太
父母对孩子们独特的理财教育，尤
其是北美的犹太人。尽管孩子更喜
欢形形色色的玩具，但犹太父母宁
愿给孩子更实际的东西，送孩子股
票，就是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金钱、
认识钱、了解钱。

回头看看，咱的娃受到的第一
份生日礼物还的确是一个玩具，送

股票给这么点的一个孩子真是令人
难以置信，相比起来，玩具更容易逗
孩子开心，而股票是啥，那么小的孩
子哪里知道，但这就是引导孩子理
财意识的一个开端和基础。随着孩
子的逐渐长大，犹太父母还会让孩
子熟悉复杂的投资工具，并最终学
会操作投资工具。

当娃娃出生后，身边不少朋友
包括我自己最先想的事情是赶紧给
娃娃存一笔钱或者定投基金或者买

份保险，因为娃娃以后用钱的地方
多着呢，比如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
等等，但几乎没有从娃娃自身的角
度去考虑事情，即便给娃娃买了股
票，也是说等他长大了留给他，娃娃
不需要关注。而犹太父母是让孩子
自己真实的拥有股票，并且让这种
感觉伴随着孩子成长，这意义很不
一样。

其实这也不难也不复杂，要不
咱也试试！

为孩子设计“金钱游戏”

犹太父母认为，想要让孩子懂得
理财，应该先让孩子注意身边与金钱
有关的细节，如何鼓励和引导孩子去
关注这些细节呢，他们最常见的做法
就是设计一些与此相关的“金钱游
戏”，孩子都愿意成为游戏中的胜者，
好胜之心就会驱使他们时时刻刻去关
注。

什么样的游戏呢？比如猜物品的
价格。家里可以准备一个纸箱，纸箱里
放一些日常用品，比如饮料、糖果、书、
橡皮、铅笔、尺子等等，反正就是些日
常孩子们可以接触到并能找到价格的

物品，这些物品都不标上价格，让孩子
们来猜，如果谁猜对了就交给他相应
价格的钱，到最后看谁的钱最多谁就
是胜利者，可以给胜利者设置奖励。而
孩子们为了成为大赢家，平时跟父母
逛超市的时候就会主动去留意商品的
价格，并把价格记下来。

当然记住商品的价格不是目的，
主要是让娃娃自己去观察和了解多少
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了解金钱的概念，
顺带也锻炼了记忆力。日积月累，这也
会形成为一种能力，例如同一件商品，
可以在哪里花更少的钱买到等等，而

一旦对各种商品的价格了然于胸，日
后碰到与此相关的事情时就不容易被
忽悠、诱惑(咱走到商场特容易被各种
促销活动诱惑，例如打折或者“买二送
一”或者买多少这种商品可以送多少
礼，如果一早就记得商品的价格，就会
很容易识别哪些促销才是真的划算，
哪些是陷阱)。

其实咱也曾经跟娃娃玩过一些买
卖东西的小游戏，但当时只是想锻炼
他的口算能力，对数学有一个概念，没
想到再往前迈两步，咱娃的金钱概念
也能建立起来了。 (她理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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