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现100元，光手续费就要30元
浦发银行信用卡手续费太高，被疑“趁火打劫”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李
娜) 信用卡是个好东西，不仅
能刷卡，用得着的时候还能取现
救急。但是高额的取现手续费却
是许多市民容易忽视的。记者调
查烟台市区10家银行发现，同样
是取100元现金，中行、工行信用
卡本地取现免费，浦发银行则高
达30元。对浦发银行信用卡的高
额取现费，有市民认为是“趁火
打劫”。

对信用卡透支取现，各家银
行均设有每笔最低收费标准。记
者调查获悉，各行取现费千差万
别：除了工行和中行长城环球通
系列产品本行本地取现免费外，
其他银行信用卡取现费的最低
标准竟然相差29倍。

取现费最低的是民生银行：

该行信用卡取现，本行本地手续
费是0 . 5%、他行取现手续费是
1%，最低1元。大部分银行信用
卡手续费是1%，并设定每笔2-10

元不等的最低费用，如中行(中
银系列产品)、农行、建行、交行、
招行。取现费最高的是浦发银
行：该行信用卡取现费高达取现
额的3%，最低每笔30元。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官方
网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信用卡
收费项目中，预借现金(人民币
或美元)的收费标准是“取现额
的 3%，最低 3 0元人民币或 3美
元”。也就是说，不管是本行还是
跨行，本地还是异地，用浦发银
行信用卡取100元现金，你要为
这个举动付出30元。

早在去年就有网友对浦发

银行信用卡的高额取现费吐槽：
“浦发信用卡取现太狠了，取一
笔，不算本金，不算利息，单手续
费30元人民币起！”新浪网友“予
你-倾心的怀”曾说：同学急用
现金，就使用浦发信用卡取现
了，取款3000元，手续费90元！还
有市民抱怨，浦发银行是“趁火
打劫”。

用信用卡在ATM上取现，并
不需要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市
民遇有紧急情况取现救急，银行
却收取高额手续费，自然难免让
市民有“趁火打劫”的怨言。

浦发银行烟台分行工作人
员对此解释，取现费多少是浦发
银行总行定的。信用卡最主要的
还是刷卡消费，真正取现的不
多，除非有紧急情况。

烟台发放首个红木家具鉴定证书
此举有利于引导行业发展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白忠勤)

23日上午，烟台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在紫郡城小区北门举
行庆祝仪式，现场向山东枫林红
木家具有限公司颁发了首个红
木家具鉴定证书。据了解，在红
木家具行业发放鉴定证书，在省

内还是第一次。
“红木家具价格昂贵，而且行

业鱼龙混杂。”烟台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曲雁介绍，
鉴定证书的出现，无疑给消费者
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什么是鉴
定证书？曲雁介绍，形象地说，鉴
定证书相当于一个“身份证”，也

就是说每一件红木家具都有一个
鉴定证书，以此证明这件产品的
质量。这与产品检验报告不同，因
为检验报告代表的是一个批次的
产品，而鉴定证书代表了每一个
个体，而且上面都有相应产品的
照片，安全性更高。

鉴定证书的内容相当丰富，

除了对产品原料树种的鉴定之
外，还有对家具成品质量的鉴
定，比如有没有甲醛。“从原料到
生产工艺，再到成品质量，整个
环节都需要监控。”曲雁说，鉴定
证书的出现，不仅有助于消费者
更好地挑选产品，也有利于引导
整个行业的发展。

烟台25只股集体下跌，仅万华幸免
股市暴跌，有股民打算“割肉”买理财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
园园 姜宁) 24日，全国亿万
股民的心“碎了一地”。沪指失
守2000点，再回“1”时代。截至
收盘，沪指报收1963 . 23点，下
跌109 . 86点，降幅达5 . 3%，让股
民“无言以对”。烟台26家上市
公司也未能幸免，除万华化学
(600309)勉强收红，其余25只股
“全军覆没”。有股民打算“割
肉”退出买理财产品。

在美联储退出QE、“钱荒”
等利空消息下，24日周一开盘，
A股市场跌进万丈深渊。地产
股、金融股纷纷大跌，而烟台股
又以大盘股为主，也未能幸免
于难。园城黄金(600766)跌停；
新潮实业 (600777 )、中际装备
(300308)、丽鹏股份(002374)、龙
源技术(300105)下跌逾9%；泰和
新材(002254)、烟台万润(002643)

下跌逾8%……只有万华化学

依然坚挺，微涨0 . 19%。
面对股市接二连三的颓势，

本地股民正在另想出路。“还是
‘割肉’退出吧！股市一时半会好
不了。”王老先生是一位退休老
干部，闲来无事他总是喜欢去南
大街一家证券公司看盘，和股民
们一齐炒股，可最近，他身边退
出股市的老友越来越多。“春节
期间行情好，赚了些，这不到一
个月又亏了回来。我们老年人还

是图个稳定，现在很多银行的理
财产品收益也不低，我打算退出
股市买理财。炒股亏本的可能
性太大了！”

股市暴跌，不仅股民没了
脾气，连证券部的人也连连叹
气，不知该如何给客户做指导。

“真没法说，还看不到底。”烟台
一证券部理财经理说。“先观望
着吧，千万别买入！”烟台另一
家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住博会7月19日开幕，“特价房超市”将亮相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园

园) 24日，记者从烟台市房地产
协会获悉，2013年中国(烟台)国际
住宅产业博览会(简称烟台住博
会)将于7月19日至22日在烟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期间，各大
房地产商将携带精品楼盘集体亮
相，组委会开办的“特价房超市”

也将再次登场。
本届住博会的主题为“创和

谐宜居城市、圆百姓安居梦想”，
是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烟台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承办的，采取统
一组织、集中展示的模式。此次展
会共设置1000个国际标准展位，

展出面积2万平方米，展览内容涵
盖房地产、建材、家装、红木家具、
家居用品等多个行业。

本届住博会期间，组委会将
再次开办惠民利企的“特价房超
市”，届时将联合各个开发商推出
最低销售价的商品房。目前，2013

烟台住博会招商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烟台市区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住宅部品企业、装饰企业
以及行业相关企业正在踊跃报名
参展。万达将独家冠名本届住博
会。

烟台市已成功举办了10届住
宅产业博览会，已成为住宅产业
方面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展会。

据了解，烟台市卖红木家具
的商家有五六十家，而在市质监
部门备案的红木家具生产厂家
有四五家，大都规模较小，山东
枫林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是烟台
市规模最大的一个厂家。“之所
以举办这个庆祝仪式，也是希望
更多的红木生产厂家办理鉴定
证书，引导整个红木家具行业更
规范地发展。”市质检所高级工
程师曲雁说。

“从近年来对山东枫林家具
的检查抽检情况来看，这个企业
一直做得很规范，各项指标均符
合要求。”市质检所另一位工作
人员说，正是考虑到企业平时管
理的规范，质量有保证，当商家
主动提出委托出具鉴定证书时，
他们欣然答应并对此非常有信
心。

山东枫林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纪振兴说，目前红木家具
市场良莠不齐。之所以做这个鉴
定证明，也是为了区别于其他企
业，让老百姓更放心地选择产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近年来，随着红木家具的畅
销，种种问题渐渐凸显。从今年2

月1日起，强制性国家标准《红木
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已经正式实
施。根据新标准，红木家具必须
配备“一书一卡一证”：红木家具
产品使用说明书、红木家具产品
质量明示卡和产品合格证，方可
上市销售。

“尽管国家有强制性规定，
但从检查的结果来看并不理
想。”市质检所人员介绍，新国标
实施后，他们曾对烟台的红木家
具行业做了一次专项检查，发现
有八成企业在标签标志上存在
问题，很少能真正做到“一书一
卡一证”。

该人员介绍，从检查情况来
看，大多数企业都能出示红木家
具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
证，但缺少红木家具产品质量明
示卡。“这个明示卡中包含很多
关于材质、工艺等方面的重要内
容。”

明示卡在一定程度上等同
于红木家具的身份证，有利于消
费者更清楚地了解产品材质和
结构。“检查中，尽管每个商家都
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理由，但明
示卡的缺位确实给消费者的消
费造成了‘模糊’、不透明。”

市质检所人员提醒消费者，
在买红木家具时，一定要主动向
商家索取“一书一卡一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八成红木家具

标签标志不规范

格相关新闻

烟台有四五个
红木生产厂家

银行名称 信用卡取现收费标准

中国银行

长城环球通系列产品：本行本地免费；本行异地人民币10元/笔、跨行本地人民币
4元/笔、跨行异地人民币12元/笔。中银系列产品：本行和跨行按照交易金额的
1%，本行最低人民币8元/笔、跨行最低人民币12元/笔。

农业银行 本行：最低1元，交易金额的1%。他行：最低2元，（交易金额的1%+2元）/笔。

工商银行 本地同行取现免费。跨行ATM取现，4月/笔，异地取现另加收异地取款手续费。

建设银行 交易金额的0 . 5%，最低2元，最高50元。

交通银行 境内人民币取现收取交易金额的1%，每笔最低人民币10元。

招商银行 每笔最低10元，预借现金交易金额的1%，境内取现不分同域异地。

光大银行
每笔按交易金额的1%收取取现费，人民币取现每笔最低收取3元，最高收取200

元。

民生银行 预借现金交易金额的0 . 5%（本行）、1%（他行），最低每笔收取人民币1元。

兴业银行 预借现金交易金额的2%，最低人民币20元/笔，2美元/笔（不分同城异地）。

浦发银行 取现金额的3%，不低于人民币30元或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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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烟部分银行信用卡取现手续费一览表

本报记者 李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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