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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银银行行卡卡放放了了两两年年咋咋不不能能用用了了
银行：长时间未用余额不足已“休眠”，客户可到网点办“解冻”

想想选选信信用用卡卡分分期期消消费费
先先算算清清手手续续费费再再决决定定

手手机机来来短短信信说说要要送送两两百百元元现现金金
10086客服：伪基站发送的诈骗短信，可别上当

银行资讯

农业银行

调整贷记卡

分期还款顺序

2014年6月26日起办理的贷记
卡消费分期、商户分期、账单分期，
持卡人当期账单超额还款的，形成
超额存款的部分不自动偿还分期
未到期分期资金。持卡人如需提前
还款，须在账单日前致电客服热线
向银行申请，且申请提前偿还的金
额应为每期应还分期资金的整数
倍；申请成功的，申请提前偿还的
分期资金以及当期分期手续费将
在申请成功之后第一个账单日入
账并计入当期最低还款额。足额偿
还一定期数分期资金的，还款期数
相应减少；提前全额偿还未到期分
期本金的，分期业务结束。

发售国家开发银行债券。本
期国开行债券期限1年，起息日为
2014年7月10日，到期日为2015年7

月1 0日，单份债券面值1 0 0元，到
期一次性兑付本息。销售期为
2 0 1 4年7月7日至7月10日，自2014

年7月14日起可上市交易。

中国银行

减免信用卡

部分服务收费

自2014年7月1日起，中行信用
卡业务继续减免以下费用：超限
费、长城环球通系列产品的柜台
交易手续费中柜台存款服务、柜
台转账转入费、自助终端交易手
续费中的自助终端存款服务、短
信服务费、中银/长城环球通系列
产品卡组织费用中的查阅境内签
购单手续费、信用卡补发卡、重置
卡、提前换卡手续费、中银系列产
品、长城国际卡的的柜台交易手
续费中的溢缴款取回费等。免费
截止日期均为2015年12月31日。

泰安市商业银行

获批开办

外汇业务

根据6月1 3日省银监局以鲁
银监准[2014]190号文，批准开办外
汇业务，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
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
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
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
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资
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赵兴超 整理)

本报泰安6月30日讯(记者
赵兴超 ) 市民李先生的银

行卡闲置两年，6月底想再存钱
买理财产品时，忽然发现不能
用了。银行工作人员解释说，因
为长时间不用，账户内余额不
足，账户被划入休眠账户系统
冻结。银行随后为李先生解冻
了账户，保证账户正常使用。

前几天，家在擂鼓石大街的
李先生，拨打本报生活理财热线
反映，名下的银行卡不知为何不

能用了。李先生在6月底有一笔
资金到期，想取出来存入一家城
商行的银行卡，购买该银行理财
产品。但在操作时，网点工作人
员告诉他，卡不能用了。

李先生很纳闷，这张银行
卡是在两年前办理的，当时工
作人员说存折不方便，建议他
办了银行卡。之后两年时间里，
李先生的资金都在其他银行购
买理财产品，没有在该银行存
放。6月份，李先生觉得该城商

行的理财产品收益还不错，才
打算把钱转回来。可工作人员
只说银行卡不能用了，具体原
因和解决办法也没告诉李先
生。已经6 0多岁的李先生没闹
明白，便拨打本报生活理财热
线寻求帮助。

记者帮李先生联系到该银
行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在
查询李先生银行卡账户后表
示，因为其账户已经长时间没
有使用，账户内余额不足，所以

被划入了休眠账户冻结起来。
随后，工作人员为李先生办理
了相关解冻流程，李先生的银
行卡很快就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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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讯(记者
赵兴超 ) 6月2 8日，市民甄

先生收到一条来自1 0 0 8 6的短
信称，他获得了移动回馈的一
份200元现金赠礼。而登陆网址
后，甄先生发现还要输入银行
账号并下载一个客户端，险些
上当。移动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一种新的短信诈骗手法。
经侦部门表示这类短信全是伪
基站伪装号码发送，一旦点击
就掉进木马陷阱被盗取银行账
户资金。

6月28日一早，徐家楼灵芝
小区的甄先生收到一条来自
1 0 0 8 6的短信，内容为“您的号
码获得2 0 0元现金礼包”，并附

上一个手机网址，让甄先生登
陆才能领取。“我想都没想就点
击登陆了，因为是10086发过来
的，根本没看出异常。”甄先生
说，他按照网页的指示，一步步
点击，随后进入一个填写资料
领取的网页。

在网页上，甄先生没看到
任何中国移动的网站内容，只
有网页要求填写姓名、手机号、
身份证号、银行账户号码的一
个简单页面。甄先生如实填写
到银行账号时，心里开始有点
犹豫，“毕竟银行账号不能随便
泄露”。而当再次看到短信发送
方是10086时，甄先生又打消了
疑虑。

可是当提交了资料后，又
跳出一个页面，让甄先生下载
中国移动客户端，这下甄先生
大为不解，“我手机装了移动客
户端，怎么还让我安装？里面有
问题。”甄先生拒绝了安装。

6月29日，记者致电中国移
动客服，客服人员表示，移动没
有发送这类短信，发送方应该
是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伪装
了发送号码。市民一旦下载客
户端，就会中毒，泄露银行账号
等个人信息。经侦部门民警则
表示，骗子主要通过市民下载
的所谓客户端，隐藏木马病毒，
拦截市民银行交易短信验证
码，从而盗取账户资金。提醒市

民收到这类短信要到营业网点
现场核实，不要轻易下载不明
程序。

本报泰安6月30日讯(记者
赵兴超 ) 大额刷信用卡消费
后，一些市民都会收到银行建议
使用信用卡分期的短信，每期平
均0 . 6%的手续费率看似不高。业
内人士表示，如果按照实际占用
银行资金与还款数额计算，实际
手续费率可达10%以上。

“您的信用卡于6月28日14:
01消费7899元，办理分期可请回
复。”6月28日，市民楚先生刚刷
完信用卡，就收到了银行建议
办理分期还款的短信。楚先生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咨询了银
行客服人员，被告知分期手续
费每期只有0 . 6%，以12期计算，
也不过7 . 2%的总费率，让楚先生
十分心动。可是信用卡分期手
续费率，真的只有这么多吗？

记者从泰城几家银行处了
解到，各银行信用卡系统多有
设定，在持卡人大额消费后，会
即时发出消费短信，并附上建
议使用分期的留言。目前，各行
分 期 手 续 费 率 多 执 行 3 期
1 . 6 5 %、6期、3 . 6 %、9期5 . 4 %、1 2

期7 . 2%、18期11 . 7%，24期15%的
分期手续费率标准，平均每期
费率为0 . 6%左右。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如果
不是资金特别紧张，尽量不要
使用看似费率不高的分期方
式。以消费两万四千元做分期
还款为例子，分12期，每期手续
费率0 . 6 %，每期偿还本金2 0 0 0

元、手续费1 4 4元。按照这样计
算，年利率为7 . 2 %。但实际上，
消费者占用银行的资金每个月
都在减少，最后一个月只占用

2 0 0 0元，却仍要按照总消费金
额2 . 4万元计收手续费。因此，
消费者平均每月占用银行资金
为1 . 2万元，平均利率则为144*
12/12000*100%=14 . 4%。这一实
际手续费率，远超正常一年期
基准贷款利率7%左右的水平。

“信用卡分期能解决市民
短期资金需要，有一定便利，但
每个人还是应当知晓其实际代
价，根据个人情况来确定是否
使用。”泰城某国有银行理财师
建议。

理财热线

泰泰安安市市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信信贷贷产产品品介介绍绍

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

产品简介
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是指向

在住房一级市场购买由房地产开
发商或售房单位直接出售的住房
的自然人发放的贷款，又称首次
交易住房贷款。

贷款对象

购买与农村信用社合作的房
地产开发商或售房单位出售的住
房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1 .年满18周岁(含)，且贷款期限

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年。
2 .具备履约还款能力，具有合

法收入来源。
3 .贷款所购住房地址在农村

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4 .具有合法有效的购房协议

和首付款证明。
贷款额度
首套房贷款最高不得超过购

房总价款的7 0 %，二套房最高不得
超过房产价值的40%。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 0 年，

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不超过

6 5岁。
贷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利率

规定以及农村信用社有关利率定
价管理制度要求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
申请人及财产共有人合法有

效的身份证明、结婚证、户口本，收
入证明，购房协议和首付款证明及
其他农村信用社要求提供的资料。

还款方式
可采用定期结息、到期日利

随本清，按合同约定分期还本还
款，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等多种
方式。

个人二手房按揭贷款

产品简介
个人二手房按揭贷款是指向

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已经取得政府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屋
所有权属证明和土地使用权属证
明的住房的自然人发放的贷款。

贷款对象
购买二手房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1 .年满1 8周岁(含)，且贷款期

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 5

年。
2 .具备履约还款能力，具有合

法收入来源。
3 .贷款所购住房地址在农村

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4 .具有合法有效的购房证明。
贷款额度
首套房贷款最高不得超过购

房总价款的7 0 %，二套房最高不得
超过房产价值的40%。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

3 0 年，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
不超过65岁。

贷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利率

规定以及农村信用社有关利率定
价管理制度要求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
申请人及财产共有人合法有

效的身份证明、结婚证、户口本,收
入证明，购房协议和首付款证明
及其他农村信用社要求提供的资
料。

还款方式
可采用定期结息、到期日利

随本清，按合同约定分期还本还
款，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等多种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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