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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团购”理财

银行称未委托

本报泰安10月27日讯(记者
赵兴超 ) 近日，一些第三方互联
网平台推出“一元团购理财产品”
的服务，让许多本钱低的市民挺
感兴趣。网站宣传称产品为银行
发行，风险低收益高。27日，记者
从产品所在银行了解到，该产品
并未被委托在第三方平台发售。

“7天稳健理财，一元起买，跨
行购买”，27日，市民张先生在一
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发现了一款

“理财神器”，该产品期限超短最
低可以持有7天，购买起点也非常
人性化只有一元。在网站宣传中，
该产品被冠以预期年化收益率8%
的收益水平，相比目前4%到5%的
银行理财产品吸引力不小。张先
生说，网站宣传的这款产品可以
说是完美产品，而且可以团购，买
家合买产品分享收益。而记者从
该产品委托认购协议书中看到，
网站甲方不承担协议签订而导致
的相关风险，不承担购买人的投
资风险，不做保本、保收益承诺，
也就是说，所有购买风险都要由
购买人自负。

27日，记者从该网站推荐产
品的发行机构平安银行客服部门
了解到，平安银行没有委托第三
方平台发售理财产品。客服人员
称，平安银行只在电话银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和柜台销售理财
产品。对于该网站产品，客服人员
表示不太清楚，建议市民最好到
银行购买。

银行业内人士分析，通过第
三方网站销售的低起点银行理财
产品，虽然降低了购买门槛，但相
应风险也会提高，一旦未达收益
或出现损失，维权是极其困难的。
目前各银行均有自己的宝类理财
产品，起点也很低，市民可以考虑
这些途径。

本报泰安10月27日讯(记
者 赵兴超) 信用卡取现一
直是持卡人最为避讳的行为，
高额的利息和手续费往往超
出预料，可能产生的套现风险
也不容忽视。而随着金融需求
的增加，目前已有银行推出信
用卡取现功能，主动为持卡人
提供。业内人士建议，信用卡
取现不同于套现，费用比现金
分期要高出近一倍。

“原来信用卡不能取现，
现在在柜台取现还不收手续

费了，真是人性化。”27日，市
民陈先生到银行办理业务时
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也能取现
了，这一下子让他用卡轻松不
少。陈先生说，以往他拿信用
卡做生意刷卡进货，很多时候
都不能刷卡，有时刷得数额接
近额度，还会被银行怀疑套现
暂时冻结。“特别是遇到急用
钱的时候，信用卡很难起到作
用，能取现金最好了。”陈先生
说。

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了

解到，目前有个别银行提供信
用卡取现功能，有的将取现手
续费降低到每笔金额的1%左
右，还有的提高了取现额度，
从原先信用卡额度的40%左
右提高到60%左右。

与信用卡套现不同，信用
卡取现是银行允许的，并不违
背相关法律条文。不过，业内人
士表示，和同样能起到资金救
急左右的现金分期相比，信用
卡取现的成本要高出近一倍。
以一万元为例计算，现金分期

12期费率0 . 75%，总利息为900
元。信用卡取现的月利率为
1 . 5%，年利率18%，一年利息
1800元，两者相比差了一半。

业内人士分析，信用卡取
现也是银行争夺市场的一个
表现，对银行本身风险加大了
不少，就必须以较高利息来保
证收入。对普通持卡人来说，
虽然信用卡取现不会出现套
现时的违法风险成本，但潜在
利息成本也不是轻易能够尝
试的。

本报泰安10月27日讯(记
者 赵兴超) 从去年起，《中
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就规
定银行实行容时容差还款，但
各行具体执行情况不一，容时
日期也包含节假日等，仍容易
产生逾期欠款。除工商银行等
个别银行外，大多数银行采用
全额罚息，超出容差10元还款
会给持卡人带来十几倍于欠
款以上的高额罚息。

按照去年实行的《中国银
行卡行业自律公约》，各银行
需要建立信用卡容时容差还
款机制，容时还款至少3天，容
差还款至少10元。新规实施一
年，有市民却遇到了高额的信
用卡欠款罚息。市民柳先生8
月份刷卡消费5000元，还款
4989元，少了11元，他听说过
容差还款10元的政策，认为差

这点钱不会有问题。没想到10
月7日出账单后，出现了125元
的罚息。原来，他所持有银行
卡的银行执行的是容差还款
最低10元标准，最重要的是会
对欠款进行全额罚息，即收取
消费额全款每天万分之五的
利息，50天就产生了125元，是
欠款金额的十多倍，“早知道
这样我怎么也得还够钱啊。”

27日，记者从泰城各银行
了解到，除了工商银行等个别
银行外，多数银行仍在采用信
用卡欠款全额罚息。导致全额
罚息的信用卡欠款，有相当一
部分是持卡人记错了容时天
数、容差数额。目前，容时还款
最长的是建行为五天，大部分
为两到三天。容差方面，基本
都执行最低10元的标准。个别
银行高端信用卡客户，容差数

额可提至一百元左右。
“容时还款不是按工作日

计算，是以自然日为标准的。”
某国有银行信用卡客服人员表
示，有持卡人认为周末银行不

上班就不会计算还款时间，实
际上是一个误区。业内人士表
示，虽然全额罚息有违消费公
平，但作为行业内普遍执行的
政策，持卡人还是要谨慎对待。

本报泰安10月27日讯
(记者 赵兴超) 近日，一
个以区号加银行客服号码
的电话号码，打到市民手
机上，告知市民银行主动
为其提高信用卡额度。经
过核实，该电话为骗子电
话，意在获得市民信任后
骗取所谓信用卡账户信
息。

10月20日，家在司家
庄社区的张女士接到一个

“021-95588”的电话，对方
自称为银行客服，要为张
女士提高信用卡额度。张
女士说，她最常用的信用
卡刚好属于银行，但平时
用的次数不太频繁，一直

在发愁怎么提高额度。对
方告诉张女士，因为她近
三个月来的刷卡次数和金
额都比较大，银行综合考
虑后要为张女士提高额
度，直接从一万元提高到
五万元。“我一听能提到五
万特别激动。”张女士说，
对方一听到她激动的声
音，马上索要了银行卡号、
安全码、有效期。之后，对
方称要她往卡上操作转三
笔钱才能提额成功，张女
士感觉不对劲没有操作。
过了十分钟，张女士收到
一条短信验证码称消费
9900元，紧接着对方打来
电话索要验证码，张女士

直接挂断了电话。
记者从包括工行、农

行、中行、建行等在内的多
家银行客服处了解到，银
行客服电话不会加上区
号，近来已经收到这类加
着区号的所谓客服电话诈
骗的案例和咨询。“现在给
来电号码修改的软件很
多，接到这些电话一定不
能轻易相信。”中国银行客
服人员表示，不管是真假
电话，索要持卡人账户信
息时，持卡人都要仔细甄
别。特别是在提额方面，建
议持卡人不要只看到提额
的诱惑，而忽略了骗子拙
劣的伎俩。

部部分分银银行行推推出出信信用用卡卡取取现现
有的柜台办理少收利息，有的少收手续费

多多数数银银行行仍仍执执行行全全额额罚罚息息
少还11元罚息翻十几倍，工行等个别银行已取消

客服电话前加区号
骗子来电可别信

商业银行应提供一个“免单”账户，新政已施行两个月

好好多多人人不不知知情情 银银行行也也不不主主动动提提醒醒
本报泰安1 0月2 7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 按照银监等部
门施行已两个多月的新规，免
银行借记卡年费、小额账户管
理费虽已在执行，但许多市民
反映银行缺乏主动提醒意识。
如果享受该政策，市民一年可
省20多元。在随机调查中，多位
市民表示希望银行能够主动提
醒，多为客户考虑。

根据今年八月一日开始执
行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

办法》和《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
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
通知》，商业银行应当为客户提
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 (含小
额账户管理费 )和年费的账户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

新规执行初期，泰城各银
行均在网点进行了公示，而随
着新鲜期度过，有网点公示牌
逐渐撤出显著位置，仍旧有许
多市民不知道该政策。26日，记
者在泰城东岳大街一家国有银

行网点内，遇到专门来申请免
年费的刘女士。刘女士说，她也
是上周听人说才知道可以免年
费、管理费的，“我从八月份来
银行办业务少说也有十次了，
怎么银行工作人员就没主动说
过一次呢？还需要从银行以外
的人才能知道。”

除了持卡人没有在银行注
意到新规政策，许多持卡人都
像刘女士一样反映，银行工作
人员未主动进行提醒。记者在

东岳大街五处银行网点随机采
访了10位办理业务的市民，有
五位市民知道免年费、小额账
户管理费一事，另外三位则表
示不知情，两位市民表示好像
在银行通知看到过，但内容太
多没有仔细看清。“公示的内容
挺 多 ，急 着 办 业 务 就 没 全 看
完。”持卡人苏先生说。

“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该
在办业务的时候主动提醒一
下，特别是办理开卡、换卡等业

务的时候，多说一句话的事。”
持卡人张先生说，因为只有持
卡人提出申请才能办理这个免
费账户，不知情的持卡人则难
以享受该政策。

以目前银行借记卡普遍10
元年费、每季度3元小额账户管
理费的费用标准来算，一张借
记卡一年费用20多元，如果持
卡人享受该政策，这部分钱就
能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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