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7月2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赵兴超 组版：赵春娟

C06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
(记者 赵兴超) 自去年8
月份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
格办法调整以来，免年费
等费用的免费账户政策已
实行马上一年，许多市民
仍不知情。近日，记者从泰
城部分银行了解到，已强
制要求主动提醒免费政
策，市民如未收到可投诉。

“听新闻上说过银行
卡免费政策，但是去银行
从来没有遇到过，头一次
来这家银行就遇上了。”27
日，家住擂鼓石大街的牛

女士，在中国银行一处网
点办理业务时，第一次被
主动提醒了免费政策，心
里还有点小激动。自去年
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
办法调整以来，规定商业
银行应为客户提供一个
免收账户管理费、年费的
账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许多市民都普遍反映
不太了解该政策。

市民路先生说，每次
去银行都很匆忙，没注意
到免费政策的规定到底
是什么样的，“而且在柜

台办业务也没听过啊”。
一些市民表示，可能是自
己疏忽没有享受该政策，
但银行都明白政策内容，
缺少主动提醒，也是导致
这项好政策没有实行开
来的原因之一。

记者从泰城多家国
有银行、城商行了解到，
部分银行7月中旬开始下
发新要求，要求银行工作
人员能够主动提醒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这项免
费政策，并且根据客户情
况和需求进行操作。龙潭

路一国有银行网点柜员
坦言，这项免费政策执行
以来，有时也会忘记和客
户介绍，客户如果不懂，
也就不了了之。新的主动
提醒要求执行后，工作人
员增加了工作量，但对客
户来说更加方便。

“相信主动提醒的要
求很快就会普遍推行，这
也是银行提高服务意识
的表现。”某国有银行支
行经理分析，如果客户没
有得到主动提醒，也有投
诉的权利。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记者 赵
兴超) 21日，市民李女士接到姐夫
电话，让她把2000元买车中介费打
给中介业务员，本来约好隔天打
款，业务员下午又打来要求必须马
上打款，否则要涨到3000元。

21日早上，市民李女士接到在
济南的姐夫陈先生电话，陈先生打
算通过中介苏经理买一辆二手车，
由于车辆抢手需要先预定，他已经
和中介讲好了价格，需要2000元中
介手续费，让她帮忙先垫上。

当天下午，李女士接到中介苏
经理电话称，有人加价买，如果李
女士能在下午下班前打款，还是按
2000元否则就得涨价一千。之所以
直接给李女士打电话，是因为联系
不上陈先生，又怕涨价后对他们不
好交代。李女士说要联系姐夫核
实，但姐夫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中介经理再次打来电话，李女
士考虑了一下，到东岳大街一银行
网点填单子打款。填写单子时，银
行工作人员多问了几句着急打款
的用途，感觉其中有问题，让李女
士再换个手机号给姐夫打，结果接
通了，姐夫称没有这回事。

原来，苏先生的手机被所谓中
介经理动了手脚，把李女士的手机
号拉进了黑名单，所以无法打通。
该经理利用这一点，忽悠李女士汇
款。

原来客户问到才说，现在列入柜员服务规范

有有啥啥免免费费政政策策银银行行必必须须主主动动提提醒醒
“姐夫”来电催款
原是假冒的

本报泰安7月28日
讯(记者 赵兴超) 前
几天，一位市民发现生
意伙伴打的欠条，才放
了不到一周字迹慢慢
褪色，后来完全看不出
来。再去要钱，对方以
借条看不清为由拒绝
还款。原来，这是利用
了隐形褪色笔签的字，
以此坑骗生意款项。

24日，在岱岳区做
钢材生意的吴先生，梳
理账目欠款时，发现一
张上一周收回的欠条，
字迹非常模糊，基本看
不清内容，特别是欠款
金额和名字，印记越来

越浅。当天晚上以为是
光线问题，第二天早上
再拿出来看时，字迹又
浅了很多。吴先生心里
有点不安，催着业务员
赶紧拿着欠条去要账。

业务员找到欠款
的生意伙伴后，对方忽
然转变态度称，欠条上
已经看不出来欠款数
目、时间和本人签名，
怀疑是假欠条，让他拿
出字迹清晰的欠条才
能还款。吴先生找了几
遍欠条单子，就是这张
欠条没错，但对方就是
不认可。

吴先生的业务员

回忆打欠条时的情景，
想起对方没有用他拿
去的笔，而是单独从抽
屉找出一直笔管很粗
的黑色笔，对方的理由
是他带去的笔太细不
好用。根据业务员回忆
的笔的模样，吴先生从
网上搜索到了同样的
笔，却是名为自动褪色
笔的特殊笔，用途是练
字。“吃了这一次亏，以
后就有经验了，也给大
家提个醒，凡是打欠
条，一定要用常见的普
通中性笔，不会让人
坑。”吴先生说。

签字笔上有猫腻
欠条放几天变白条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近日
起，泰城多家银行均开始
按照央行要求，周末等可
做跨行电汇额度50万，平
日为5万，方便了市民。

“周末给生意伙伴汇
款，再也不用担心被非工
作日卡住了。”26日，在徐
家楼工业园开工厂的李
先生，通过网上银行转出
了60万元给生意伙伴，原

来需要等到周一上班时
间才能做的交易，周末就
能做了。李先生说，以前
周末、法定节假日跑跨行
电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开门的银行网点，还因为
周末央行结算系统关闭
不能做，只能做同行转
账。“要是遇到周末、法定
节假日，只能要求客户提
供和我的银行卡同一家
银行的账户，不然就得等

两天。”李先生说。
记者从泰城中国银

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从
7月10日央行调整周末及
法定节假日期间小额支
付系统普通贷记业务限
额以来，泰城多家银行已
经陆续收到本行上级银
行的通知，落实了调整限
额的政策。市民在周末、
法定节假日做普通贷记
业务，特别是最为普遍的

跨行电汇业务，再也不用
必须等到工作日了。“这
个调整对于客户来说意
义很大，以往周末等时段
不能做电汇，现在每天都
能做，而且特殊时间额度
还更高，非常方便人性
化。”泰山大街一处国有
银行网点主管介绍。调整
时间从节假日、周末首日
的0:00开始，到末日的24:00
结束。

周周末末节节假假日日能能做做跨跨行行电电汇汇
额度为50万，泰城多家银行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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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抵押贷款

产品简介：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

财产作为抵押物，并经债务人或第三

人所在地公证机构进行公证抵押登记

所取得的贷款。

贷款对象：在本地居住或有固定

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

的个体经营者。

贷款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劳动能力或生产经营能力，

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65年；
(二)户口所在地或固定住所(固

定经营场所)必须在农村信用社的服

务辖区内；
(三)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存

量不良借款、担保、欠息余额)，信用等

级在A级(含)以上；
(四)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合法、

稳定的经济来源，具有按时清偿贷款

本息的能力；
(五)在农村信用社开立存款账户，

自愿接受农村信用社贷后监督和管理；
(六)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证抵押贷款抵押物范围

公证抵押贷款抵押物范围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规

定的“其他财产”包括下列内容：
(一)个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其他非企业组织所有的机械设备、牲

畜等生产资料；
(二)位于农村的个人私有房产；
(三)个人所有的家具、家用电器、

金银珠宝及其制品等生活资料；
(四)其他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

之外的财产。

贷款额度：公证抵押贷款额度根

据抵押物的评估价值来确定，原则上

不超过评估价值的50%。

贷款期限：公证抵押期限不得超

过抵押财产规定的使用期限，贷款期

限一般不超过3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幅度规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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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有效身份证件

以及农村信用社规定的相关资料。

还款方式：可以采用定期结息、一

次性还本、分期还款、等额本金或等额

本息的还款方式。

个人林权抵押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以借款人

或第三人依法拥有且具有一定规模的

森林资源资产作为抵押物向借款人发

放的贷款。

贷款对象：在本地居住或有固定

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

的个体经营者。

贷款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劳动能力或生产经营能力

的自然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二)户口所在地或固定住所(固

定经营场所)必须在农村信用社的服

务辖区内;
(三)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信用

等级在A级(含)以上;
(四)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合法、

稳定的经济来源，具有按时清偿贷款

本息的能力;

(五)在农村信用社开立存款账户，

自愿接受农村信用社贷后监督和管理;
(六)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
(七)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最高授信额度原则上不

超过50万元且抵押率控制在50%以内。

贷款期限：根据借款人资金用途、

生产经营周期、还款资金来源及抵押

林木生产周期等因素综合考虑，由借

贷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原则上贷款授

信期限控制在10年以内。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幅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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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有效身份证件

以及农村信用社规定的相关资料。

还款方式：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

的，可以采用定期结息、一次性还本

等方式；期限在1年以上的，应采用

分期还款(至少每半年一次还本)、
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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