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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者
赵兴超) 一张几万元额度的

信用卡，在中介口中就能承诺套
现几十万元，原来，这是利用了
信用卡预授权的漏洞操作。业内
人士表示，街头套现小广告中许
多都是利用这种方式，但给持卡
人埋下的隐患很大，中介收取几
万元费用后，套现成本和风险全
部转嫁给持卡人。

“您的信用卡只要有两三万

元，我们就能能帮您套现五十万
元。”8日，市民张先生在街头拿
到一张信用卡套现中介宣传页，
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中介套现的
好处，张先生动了心但又不明白
其中风险。中介告诉张先生，只
要张先生提供信用卡、密码、身
份证等个人真实信息，再通过中
介机构的运作就能套取大额现
金。一听到需要把所有这些私密
的个人信息交给中介，张先生多

了个心眼没有同意。
“所谓中介套现，首先就是

非法的，其次所采用的套现方
式是利用预授权功能，看上去
给持卡人套取了大额现金，实
际上风险都留给了持卡人。”泰
城某国有银行信用卡部经理张
先生说，所谓信用卡预授权是
指发卡机构或其代理机构在特
约商户扣款前，确认许可冻结
额度的交易。预授权会占用卡

片的信用额度，当客户对预授
权进行结算时，该预授权将会
被取消。预授权发生30天内，若
客户没有进行结算，则该预授
权将会被取消。一般在酒店、汽
车租赁等行业使用，一些银行
规定，信用卡预授权额度再上
浮1 5%，本来是为应对消费者
违约带给商户损失的，却被不
法分子利用。不法分子先多次
向卡内存入大额资金，短期提

高 信 用 卡 额 度 ，再 利 用 上 浮
15%的预授权，淘出15%的上浮
额度。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这种做
法看似给持卡人套出了几十万
元的资金，但背后的风险更加可
怕。中介机构会从中抽取几万元
甚至十几万元的费用，之后还
款、罚息等都要由持卡人自己承
担，而且中介一般不会告诉持卡
人这些隐患。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者 赵
兴超) 投资理财作为所有人生活中
的必备技能，已经越来越多为人们
所重视。本报生活理财栏目，经常接
到市民咨询投资理财捷径的问题。
理财专家给市民支招，理财应由基
础做起没有捷径，有三道投资理财
公式可以给市民作为参考。

“理财有没有简单的秘诀可以
借用？”“哪条理财途径最安全？”“理
财应该遵循哪些原则？”……连日
来，本报生活理财栏目接连接到几
位市民类似问题的咨询。市民赵先
生说，自己管理家庭理财也已经二
十多年，但一直没有摸到窍门，特别
是缺乏理财宗旨的指导。“一般家里
的钱都存定期，最多是存期不同，有
一年的、三年的或五年的。”赵先生
说，想要再多探寻一些理财途径，却
不知道该拿出多少资金尝试。

记者从银行理财专业人士处了
解到，对于稳健理财偏好的人士来
说，可以通过一道公式来分散资金，
50%定存等银行保本产品+25%中等
风险理财产品+25%结构性理财产品
等高风险产品。

对于不太清楚自身风险的投资
者，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计
算理论上的风险承担比例，即用一
百减去自己的年龄，该数值就是可
以承担的风险投资占总资产比重。
如今年40岁，得值为60即60%可用于
高风险投资。

泰城一家国有银行理财师林女
士告诉记者，适合多数家庭的万能
型投资投资公式是四三二一型，即
四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三成用于
日常生活开支，两成为家庭备用资
金，一成投资到保障家庭成员的保
险当中。

稳步理财记下三道公式

“四三二一”分散风险保资产增值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
者 赵兴超) 近日，淘宝调整
了基金公司的收费方式，直接
导致大量货币基金产品下架，
投资者没了网购货币基金的
便利，纷纷选择其他方式。银
行系货币基金就成了投资者
最简单便捷的选择。

“原来网上不是有很多
货币基金能网购的吗？怎么
现在基本没有了？”9日，市民
郭女士想再次从网上购物平
台买入一笔货币基金，却发
现很难找到几支。郭女士说，

她最近一年经常在淘宝上买
货币基金，相比去银行要方
便，网购也是轻车熟路，方便
也安全。而郭女士发现的问
题，实际上在本月初就初现
端倪。近日，淘宝对基金公司
调整收费方式，基金淘宝店
的 所 有 交 易 不 区 分 基 金 类
型 ，全 部 按 申 购 金 额 收 取
0 . 3%平台服务费。而在这之
前，分别收取申购手续费和
平台服务费。股基类按照交
易金额收取0 . 6%的手续费，
货基类按保有量收取销售服

务费，费率是0 . 25%。平台服
务费则根据保有量区间收取
固定费用，最低为货币基金5
万元，非货币基金为10万元。

10日，记者从之前销售货
币的一些淘宝基金店铺看到，
货币基金大多已经下架。有店
内工作人员表示，看起来提高
的只是0 . 05%的服务费率，而
对于申购赎回操作频繁的货
币基金来说，基金公司面临的
成本压力倍增，无奈只能下
架。

而作为投资者目前必备

的一项投资渠道，货币基金
可及时申购赎回、接近一年
定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水平，
让 许 多 投 资 者 已 经 从 中 获
益。在网购型货币基金逐渐
消失的当下，到银行咨询、购
买银行系货币基金的市民逐
渐增加。8日，在东岳大街一
处股份制银行网点内，大堂
经理李女士表示，各银行推
行的银行系宝宝本质就是货
币基金或类货币基金，收益、
安全性等都能保证，建议市
民可以从中择优选择。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随着银行卡升级换代的
进行，原有老式纯磁条卡逐渐退出
市民的钱包，替换为新式芯片卡。退
了休的磁条卡怎么处理？许多市民
都是随手一丢。殊不知虽然卡内没
了钱，还有可能被人回收后利用。遇
到所谓高价回收银行卡的情况，市
民千万别心动。

“同志，你看我这个银行卡不用
了，怎么处理啊？”“您确定卡里没钱
也用不着，可以剪碎了扔掉。”10日，
在泰城龙潭路一家国有银行网点
内，市民楚先生和工作人员咨询起
银行卡处理的问题。楚先生刚刚更
换了一张芯片卡，用了五年的磁条
卡不再使用，差点随手扔掉。银行工
作人员说，每天都有很多市民来更
换芯片卡，原来的磁条卡有的直接
扔进了垃圾桶，有时候规劝市民别
随便就丢了，却换来一句“反正卡里
没钱了，我愿意扔就扔”。

对于“下岗退休”的磁条卡，银
行工作人员的建议不同情况不同对
待，对于没有更换账户的同号卡，最
好剪碎处理。如果市民不再使用原
卡内账户，即使卡内没有资金，也别
只扔掉卡而不管账户，应该先做销
户处理，避免卡扔了户还在，卡内产
生欠费等麻烦。有的市民想收藏不
用的银行卡，工作人员建议可以打
个孔或在磁条处剪个角。

“现在是换卡的高峰期，也有市
民曾收到过高价回收旧银行卡的短
信，这个方式不可取。”银行工作人
员表示，这类回收银行卡的信息，大
多是作为非法途径使用，打的旗号
是“收藏、转账用”，骗取市民信任。
有的市民觉得账户没钱也没用了，
一旦被利用，损失的一般不是资金
而是账户被用来诈骗、逃税、洗钱
等，惹上的麻烦远远超过卖卡小钱。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
者 赵兴超) 各个投资理财
渠道收益不景气的当下，10
日，发行的年内最后一期国
债，成为许多市民竞相购买的
高收益投资产品。该期国债为
凭证式，只能在银行柜台购
买，想要搭上末班车的投资者
可要抓紧了。

10日，2014年凭证式第四
期国债在泰城各银行网点开
始销售，作为今年最后一期国
债，发售第一天就有不少投资
者抢购。上午9点钟，在东岳大
街西段一处建设银行网点，早
早就有几位市民等候购买国
债。乐园小区的刘女士说，她
退休后就以买国债为主要投
资方式，这几个月来，儿子买
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断

下降，还不如她买的国债利息
高，“这次的五万块钱，有两万
就是我儿子的。”

本次国债发行，全国发行
计划300亿元，分别为三年和
五年期限，发行年利率分别为
三年期5 . 00%、五年期5 . 41%。

“虽然看上去国债的利率不太
高，但相比目前的网络理财、
银行理财产品这些主流投资
渠道的收益率来说，还是很实
在的。”中国银行理财师李女
士说。记者梳理目前在售银行
理财产品也发现，超过5%预
期年化收益率的产品不多见，
或是投资门槛高于二十万元
或是产品期限超过一年且非
保证收益产品。

10日下午，记者从几处
国有银行网点了解到，已经

有网点国债额度销售一空，
因为此次国债只有凭证式没
有电子式，投资者只能到银
行柜台购买。此外，凭证式国
债提前兑取是按照投资者实
际持有的天数，列入相应计

息档次给付利息，如果提前
兑付，投资者需要支付占1%
本金数额的手续费。如果投
资者想要赶上今年国债的末
班车，可以尽早多转几家不
同银行的网点。

“退休”磁条卡

当心会泄密

年年内内最最后后一一期期国国债债正正在在销销售售
只在柜台销售，部分网点还有额度想买要抓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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