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里有一张银行卡，可能也
会面临着多项收费，对于求学的
大学生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小的
烦恼。如今，办一张日照银行的黄
海学生卡，这个烦恼将不复存在。

“黄海学生卡”是日照银行专
为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款借记卡，以
多项优惠、优质服务让莘莘学子享
受日照银行带来的温暖关怀。

黄海学生卡具备普通黄海卡
的全部功能，可以利用电话银行
即时通过电话查询账户明细、余
额，进行行内转账、口头挂失等业
务。

但黄海学生卡还特别推出了
十项免费优惠，即：免开户费、免
年费、免工本费、免账户管理费、
免挂失费、免补卡换卡费、免短信
通知服务费、免ATM跨行取款手
续费、免网银UK工本费、免手机
银行工本费。

另外，黄海学生卡还有以下
特色功能：

——— 快捷支付。黄海学生卡
账户可以自助签约支付宝，无需
开通网银，即时实现安全、快捷的
网购支付功能。

——— 无卡预约取款。利用手
机银行进行无卡预约后，即可用
日照银行ATM实现无卡取款，不
带银行卡，照样能在日照银行
ATM取款。

——— 无卡存款。利用日照银
行存取一体机可以进行无卡存
款，业务办理更加方便。

——— 电子现金钱包。黄海学
生卡具备电子现金功能，非接触
式刷卡，支持小额快捷支付，让您
用卡操作不再繁琐。

——— 便捷取款。可在日照银
行指定助农POS上进行1000元以
下取现及卡账户余额查询。

社保卡
社保、医疗、金融功能全具备

我市的社保卡，除了社保功
能外，到市人民医院就诊时可代
替医保卡和就诊卡，而且还具备
银行卡的功能。

我市的社会保障卡(简称
“社保卡”)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与日照银行联合发行的
含有磁条和芯片双介质的复合
借记卡，具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信息管理功能和日照银行黄海
借记卡所有功能。

功能篇

一、社保卡的金融应用
1、定活一卡通，综合管理。

凭卡存取现金、办理约定金额转
存定期等账户理财业务。

2、代收代付，方便灵活。可
用作代发工资账户，也可免费签
约代扣代缴水费、电费等。

3、短信通知，安全体贴。可

申请免费短信通知服务，银行将
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免费实时通
知账户变动情况。

4、渠道广泛，用卡便捷。可
在银联商户、自助设备、电话银
行中进行交易，可免费申请开通
日照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业务，凭卡随时随地享受日照银
行的多重综合金融服务。

二、社保卡的社保应用
1、领取养老金和医保资金

等各种社保待遇资金。
2 .查询人力资源和社保信

息。
3、在日照市人民医院替代

就诊卡进行挂号和消费结算等。
4、在定点药店消费结算，并

享受最低3%的优惠。在定点医
院进行住院身份识别验证及住
院消费结算，用社保卡进行住院
身份验证后，无需到市医保处进
行备案登记。

认知篇

芯片账户：管理医保账户资
金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本信
息。

磁条账户：管理各项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待遇资金和黄海借
记卡所有金融功能。

使用篇

申请
由参保人所在单位组织或

由个人凭身份证到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具体申请条
件请咨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卡片启用
持卡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到日照银行营业网点修改初
始密码后，即可启用。

银行卡助农取款
开辟农村“绿色支付通道”

5月23日，在山海天旅游度
假区两城镇的凌云连锁店，日照
银行助农取款服务工作正式启
动，日照银行成为全省首家开通
该项业务的城商行，也是全省第
一家助农取款业务可同时受理
各行银行卡的金融机构。

相关链接：

什么是银行卡助农取款
助农取款是日照银行在乡

镇、村指定合作商户服务点布放
银行卡受理终端，满足农村地区
群众就近进行银行卡账户查询、
小额取现等需求的一项创新型
金融支付业务。

支持日照银行黄海卡、社保
卡及他行带有银联标识的借记
卡账户查询、小额取现业务，不
包括任何性质的贷记卡。

银行卡助农取款的好处
用日照银行银行卡进行小

额现金消费、缴费，简单又省心；

不用跑到城里去银行排队，
家门口取款，省时又省力；

用日照银行银行卡取款免
收手续费，实惠又经济；

用日照银行银行卡支取相
关补贴，方便又快捷；

外地务工或回乡取款，安全
又简便。

银行卡助农取款手续费
日照银行银行卡利用助农

POS小额取现、余额查询及他行
卡余额查询不收取费用。

多一份金融了解，多一份财富保障。日照银行按照“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活动要求，积极做好消费者者权益保护工作，在
社区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个人消费信贷服务、小微企业信贷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树立了“市民自己的银银行”“社区银行”“中小企
业银行”品牌形象。

社区金融便利店
延长营业时间至晚上八点半

很多上班族都会有这样
的苦恼，白天上班没时间，等
到下午下了班，想去银行办理
业务的时候，银行也早早关门
了。如今，像这样的上班族再
也不用苦恼了，日照银行从6月

24日起在9个营业网点推出首
批“社区金融便利店”，为市民
提供延时服务，从周一到周
五，每天营业至晚上8点半，受
到社会各界好评。这是日照市
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推出

此类服务的金融机构。
日照银行的这9个“社区金

融便利店”涵盖了老城区、石
臼、开发区和新市区，周一到
周五，可以为市民办理所有个
人柜面业务。

区域 网点名称 地址 电话

老城区

东港支行 海曲中路11号（百货大楼西侧） 8222697

港城支行 海曲中路155号（东辰广场） 8222379

海曲支行 海曲东路35号（大润发商场东侧） 8223192

荟阳路支行 荟阳路南段东侧（海曲公园北） 3223333

石臼

银海支行 海滨五路与黄海二路交会处（火车站南） 3311604

黄海一路支行 黄海一路中段（海纳商城西） 8390929

海滨二路支行 海滨二路日照港集团公司办公大楼附属沿街楼 8336852

开发区
开发区支行 天津路西路开发区管委西 8334752

新市区 烟台路支行 烟台路59号（供电公司对面） 8781846

阳光贷·园丁赞歌
推出教师装修买房买车贷款特惠活动

10万元1年期的贷款，最低仅
需支付4063元的利息！

教师节前夕，日照银行推出
“ 阳 光 贷·园 丁 赞 歌 ”特 惠 活
动——— 从9月1日起至12月31日，所
有公办学校在职在编教职员工均
可享受这一专属特惠。

活动期间，日照银行将为在
职在编教职员工集体办理“阳光
贷”额度授信。所有“阳光贷”用款
的教师客户，专项用于购车、家庭
装修、婚庆等个人消费，均可享受
优惠利率，根据实际需要，教师可
以在4年内自由选择贷款期限。还
款方式有等额本息、等额本金、按
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限1年期以
内的贷款)3种。

“免担保费、免抵押费、免保
证金、免强制保险、免开卡费、免
短信通知费！”日照银行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说，“‘阳光贷·园丁赞
歌’特惠活动对教师群体的优惠
特别多，办理流程十分简便，并且
不需要提供抵押物，也不需要担
保人，完全凭借本人的信用，就能
获得最高30万元贷款！”

据悉，“阳光贷·园丁赞歌”特
惠活动采取“一次授信，循环使

用”的操作模式，优先为教职员工
进行额度授信，客户在授信期间
可随时申请使用。

“购车、家庭装修、留学等个
人消费都能派上用场。”该行一负
责人介绍说，只要年龄在18-60周
岁之间，在本单位工作6个月以上
且无不良信用记录，就可以携带
本人身份证、工作收入证明申请
办理业务。如果提供房产、存单等
财力证明，还能增加授信额度。

□新闻链接

阳光贷，是日照银行推出的无
抵押、无担保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阳光贷“商购贷”“自购贷”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30万元、最低8000元。贷
款期限3个月至4年。还款方式有等
额本息、等额本金及按月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3种。

只要年满18周岁、不超60周岁，
具有中国国籍(不含港、澳、台居民)，
在我市居住1年以上，在当前单位工
作6个月以上，税后月收入不低于人
民币2000元，有买车、家庭装修、婚
庆、留学等个人消费需求的，就可到
日照银行申请办理。

小额贷款
帮小商户、小企业圆创业梦

日照银行引进国际微贷技
术，为小企业、小商户专门设计
推出符合市场特点的微贷产
品———“小额贷款3天贷”。

申请容易，门槛较低。该产
品主要是通过了解客户的还款
意愿、分析客户的现金流来判
断能否放贷，无需抵押，不收取
任何手续费，从而降低了门槛，
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贷款
难问题。

期限灵活，还款方式可选。

贷款额度：单户贷款额度5000

元—50万元；期限：3个月到2年；
还款方式：充分考虑借款人现
金流特征和资金回笼周期，为
借款人量身订做还款计划。

快捷高效，服务优质。实行
灵活的业务授权管理，通过信
贷管理系统和远程视频贷审会
等方式提高效率，一笔贷款从
填写申请到调查、放款仅用3-5

天。该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拥有
人员充足、业务精湛、服务贴心

的营销团队，信贷员可以根据
情况上门服务，免去了客户多
次跑银行的时间和麻烦。

自今年3月份正式开办业务
至8月末，累计发放小额贷款930

户，金额11356万元，贷款余额
9896 . 1万元，发展速度在已开办
同类业务的同等规模金融机构
中位居前列，有力支持了广大
客户创业、兴业资金需求，为促
进全市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
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日日照照银银行行用用贴贴心心服服务务为为市市民民带带来来财财富富保保障障

黄海学生卡
为大学生量身打造省钱方便的银行卡

日照银行海滨二路支行员工在大学城推介黄海学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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