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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近日，两款为手机受损、
被盗抢提供赔偿的手机保险
相继问世，仔细查看相关条
款，手机保险并不是看上去
那么美好。

近日，网秦公司和奇虎
360公司分别与两家保险公
司合作，相继推出了各自的
手机保险。两家公司推出的
手机保险，包含手机被盗抢
与损伤理赔，手机摔坏、落水
进水、被盗或抢走等情况都
能获得赔付。“这下可好了，
手机要是出了保修期，真遇
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用自己掏
钱买单，让保险公司来承担
就好了。”市民李女士看到手
机保险问世后，觉得自己经
常摔手机终于可以不用自己
花钱修了。而不少得知手机
险的市民，也纷纷到保险公

司或网上查询投保事宜，可
有细心的市民发现，这些所
谓的手机保险，真正使用起
来就不像宣传上那么好了。

其中一款手机盗窃险规
定“无明显现场盗抢痕迹的
损失，包括丢失或神秘失踪
而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坏
的”未被列入盗抢保险责任
的范围，也就是说，像在公交
车上被盗下车才发现等情
况，市民就很难举证以及索
赔。市民被盗后向保险公司
索赔的前提，是市民需要提
供手机盗抢的报案回执单，
该回执单应由公安机关出
具。市民手机被盗抢后，先要
报警立案，要求报案现场“有
明显的盗抢痕迹”。而对“明
显的盗抢痕迹”这一条件来
说，许多丢手机的情形就难

以符合，如在公共场合被人
“捡”走手机、公交车被掏包
等，市民想要保存下该条件
基本不可能。派出所民警解
释说，一般来说，在家中、办
公室等室内场所，被盗的情
况才容易鉴定痕迹。

在保险支付与赔付标准
上，保费按月或年计算，从20

元到400元不等，虽然是免费
维修，可还需要额外支付一
笔手续费。而保盗抢的保险
方面，购买通过与手机绑定
的手机软件，最高赔付在
3000元左右。所有这些手机
保险，均需要安装相应的手
机软件，购买也需要通过手
机软件或从网络购买，不少
市民质疑，“到底是在卖保险
还是卖软件”。

（赵兴超）

手机保险门槛高 名为保险实为推销软件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 (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杨帆 ) “白天
忙上班，没空理财，晚上到家银行
又下班了，现在晚上银行也卖理财
产品，正适合我们上班族。”16日，
从“夜市理财产品”中收获第一笔
收益的市民小陈，对其赞不绝口。
多数银行夜间理财产品，收益要比
普通的高出0 . 3%左右，正为越来越
多市民接受。

随着银行争夺客户市场竞争
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银行纷纷各

出奇招，有的通过“夜市理财产
品”，开始做起夜间理财服务这块
以前不为人注意的空白市场。1 6

日，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了解到，
已有一些银行在夜间专门发行有
针对性的夜间理财产品，而且收益
上有一定提高。

“每天朝九晚五上班，账户里的
钱不多，但只能先放在活期储蓄里。
想买理财产品，可周末又找不到几
个上班的银行网点。”这是不少上班
族在理财方面的心声，市民亓先生

今年28岁，在一家私企上班，每年能
攒下两三万元的积蓄，每月定期购
买基金定投500元，剩下的钱一直想
买点理财产品，“毕竟不能把鸡蛋全
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苦于平时没有
时间，买理财产品的事一再耽搁。一
天，亓先生看到有夜间理财产品的
广告，了解后发现，简直就是为他这
种上班族量身打造的。

“每天只在夜间8点以后发售，
只能通过网上银行购买”这是“夜
市理财产品”的两大特点，“擅长使

用网银，夜间休息”是年轻上班族
的长处，两者结合让夜间理财产品
有了出路。记者从一家发售夜间理
财产品的银行了解到，该行正在发
行的一款夜间理财产品，与普通白
天发行的理财产品一样，所以市民
可以放心购买。目前，发售夜间理
财产品的多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国
有大行多暂时没有涉足该领域。

因为是在网上购买，夜间理财
产品在风险问题上也如正常理财产
品一样，甚至还会受到电脑病毒等

额外危险，银行业内人士建议市民
也需要谨慎购买。在收益问题上，包
括兴业银行、交通银行等的夜间理
财产品，多比白天理财产品高出一
定比例。如一家银行一款90天夜间
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5%，同样的
一款白天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在
4 . 7%。，高出了0 . 3%。另外，在资金募
集期上，夜间理财产品在买完两三
小时开始计息，白天的理财产品则
在募集期结束后才计息，多出了一
些计息时间，也就有更多收益。

一向还款方便、没有手续费
的支付宝信用卡还款功能从8月
20日起，电脑端使用支付宝给他
人信用卡还款将收取还款金额
0 . 2%/笔的服务费。

由于操作方便、无手续费，
利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
为信用卡还款的方式受年轻人
推崇。“我基本不去柜台或是用
自动还款机还款。支付宝很方
便。”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
多市民都选择通过支付宝来为
自己信用卡还款。

“每个月我经常帮助不会上
网还款的同事还信用卡，但是今
天在电脑上用支付宝帮他人还
款时，登录支付宝发现还款时有
两个选项，分别是电脑收费和手
机免费，没办法就退出电脑用手
机版还的款，能省几块钱。”市民
刘小姐发现，支付宝还信用卡不
再全部免费了。

市场份额最大的第三方支
付企业支付宝已开始对电脑端
给他人信用卡还款收取2元-25

元/笔的手续费。根据支付宝方

面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13年8

月20日零时起，手机、Pad端使用
支付宝钱包 (支付宝手机客户
端)为信用卡还款，一律免收服
务费。

但电脑端使用支付宝给自
己的信用卡还款，将继续免收服
务费；电脑端使用支付宝给他人
信用卡还款，原有的免费推广期
将终止，电脑端给他人还款将收
取还款金额0 . 2%/笔的服务费。
手续费从2元到25元不等。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考
虑到目前手机群体数量愈加庞
大，我们希望更进一步发展手机
无线用户。”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支付宝关闭部分信用卡还款免
费业务，是考虑到目前该项业务
成本较高。目前发卡银行会按照
还款金额收取手续费，所以作为
第三方支付平台只能自己掏钱
支付，这对于用户逐渐庞大的支
付宝来说压力不小。

据城市晚报

支支付付宝宝信信用用卡卡还还款款不不再再免免费费
替他人还款每笔需支付0 . 2%的服务费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杨帆 ) 购买
理财产品作为资产保值增值的方
式，已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而产
品说明书动辄几十页，市民多数
看不懂。买理财产品，要看准是否
保本与最高最低收益的条件。

“这一份理财产品的说明书
就二十多页，全是密密麻麻的条
款，看得我头晕眼花的。”14日，在
东岳大街一家国有银行网点，准
备购买理财产品的孙女士，看着
厚厚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戴着老
花镜看了40多分钟才看完。“上了
年纪，知识水平又有限，这么专业
的说明书看不懂咯，利息高就行
啦。”孙女士无奈地说。

只看预期年化收益率决定是
否购买，在购买理财产品的人群
中占了多数。泰城一家股份制商
业银行理财部经理说，平时拿出
理财产品说明书，给客户讲解时，
客户往往看不进去，先问收益能
到多少，对其中的风险知之甚少，
一旦造成损失还会先问责银行。

在购买理财产品时，要先明
晰两方面问题。某股份制商业银
行理财经理王女士介绍，市民购
买理财产品，在产品说明书中，首
先要弄清的就是产品类型，即本
金和收益有无保证。目前理财产
品主流为浮动收益型，银行对产
品收益并不保证。在确定收益前，
最重要的是弄清是否保证本金。
有些产品预期收益较高但不保
本，如果未弄清，则有可能造成本
金损失还没有收益。

对不保本和不保收益的产品，
市民应该弄清其设定的收益条件。
如果设定了最差收益，标准是多
少，什么情况下会是最低收益。最
高收益标准往往很高，有的高达十
几个百分点，但市民也不要被这样
的收益唬住了，还要问清在什么条
件下可以达到该收益水平。理财经
理建议，搞懂这些方面后，理财产
品期限选择也不宜过长，注重资金
流动性，及时止损以及抓住收益提
高时的购买机会。

买理财产品
别光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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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广大客户更好地了解
泰安市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产品，
满足广大客户业务需求,本周推
介“安居乐业”系列信贷业务，此
系列主要解决客户在购买新农
村社区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商
用房融资难题，包含个人一手房
按揭贷款、个人二手房按揭贷
款、个人商用房按揭贷款、新农
村社区住房贷款和个人同名转
按揭贷款等信贷产品。

“安居乐业”系列信贷业务
之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

产品简介
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是指

向在住房一级市场购买由房地
产开发商或售房单位直接出售
的住房的自然人发放的贷款，

又称首次交易住房贷款。
贷款对象
购买与农村信用社合作的

房地产开发商或售房单位出售
的住房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1 .年满18周岁(含)，且贷款

期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65年。

2 .具备履约还款能力，具
有合法收入来源。

3 .贷款所购住房地址在农
村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4 .具有合法有效的购房协
议和首付款证明。

贷款额度
首套房贷款最高不得超过

购房总价款的70%，二套房最
高不得超过房产价值的40%。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0

年，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
不超过65岁。

贷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利

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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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及财产共有人合法

有效的身份证明、结婚证、户口
本、收入证明、购房协议和首付
款证明及其他农村信用社要求
提供的资料。

还款方式
可采用定期结息、到期日

利随本清、定期结息、按合同约
定分期还本还款、等额本息或
等额本金等多种方式。

“安居乐业”系列信贷业务
之个人二手房按揭贷款

产品简介
个人二手房按揭贷款是指

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已经取得
政府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颁发
的房屋所有权属证明和土地使
用权属证明的住房的自然人发
放的贷款。

贷款对象
购买二手房的自然人。
贷款条件
1 .年满18周岁(含)，且贷款

期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65年。

2 .具备履约还款能力，具
有合法收入来源。

3 .贷款所购住房地址在农
村信用社服务辖区内。

4 .具有合法有效的购房证
明。

贷款额度
首套房贷款最高不得超过

购房总价款的70%，二套房最
高不得超过房产价值的40%。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0

年，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
不超过65年。

贷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利

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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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及财产共有人合法

有效的身份证明、结婚证、户口
本、收入证明、购房协议和首付
款证明及其他农村信用社要求
提供的资料。

还款方式
可采用定期结息、到期日

利随本清、按合同约定分期还
本还款、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
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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