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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信信用用卡卡对对账账单单看看一一眼眼就就丢丢纸纸篓篓
“个人信息”乱丢有隐患，如确定不需要可申请取消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记者
赵兴超) 作为比对账目的

凭据，纸质对账单一度是市民
整理开支的主要方式。而现今
通讯发达，短信、邮件等新方
式，让纸质对账单变得可有可
无。部分市民因为麻烦不取消，
每月收到对账单直接丢弃，殊
不知还有隐私泄露隐患存在。

“我每个月都要收到三封
纸质对账单，但是没什么用了，
真是浪费。”3日，泰城市民周先
生一次收到了上个月的三张银
行纸质对账单，看都没看，直接
丢进了垃圾桶。在收到纸质对

账单前，每次消费他都已经收
到了银行消费通知的短信，快
到出账日期时，银行还会把电
子对账单以邮件的形式，发送
到他的邮箱。“不管是消费还是
别人给我的卡转入钱，我都能
在第一时间通过短信或邮件知
道，纸质对账单相比来说就太
慢了。”周先生觉得。

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纸质
对账单也几乎起不到作用。泰
城一家装饰公司的李女士说，
她在单位负责办公室邮件收
发，每个月都会收到十几封同
事们的纸质对账单，多数同事

拆开看一眼就让她帮忙扔掉，
有的根本不看内容，有少数人
撕掉后再扔掉。“我抽屉里还有
几十封没人拿的纸质对账单，
有的是离职员工的，有的是同
事忘了拿。”李女士说。在文化
路一处小区，有的报箱内有纸
质对账单信件，传达室保安说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取了。

“我也想过取消纸质对账
单，毕竟自己用不到，就别浪费
纸张和邮寄了。”家在迎春小区
的市民陈俊说，可他咨询银行
发现，取消时还得自己带身份
证去一趟，感觉浪费时间和精

力，一拖就是一年多。每次收到
后，他都得把个人信息部分仔
细撕碎，或者烧掉，“账单上有
信息，不撕掉不放心啊。”

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了解
到，取消纸质对账单方式并不
单一，包括柜台凭身份证办理、
客服电话申请、网银操作等，都
可以取消。工作人员表示，纸质
对账单对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
可能的浪费，银行也支持市民
取消。同时，纸质对账单上的个
人信息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
造成泄露，建议市民收到后尽
快销毁。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记者
赵兴超) 市民李女士很久没

联系的朋友，忽然从微信上出
现，给她推荐了代卖产品网站。
可拍下产品付钱后，东西迟迟
不到。3日，李女士再找那位朋友
找不到了，原来，该微信号是被
人冒用，网站也是钓鱼网站。

前几天，家住泰城擂鼓石
社区的市民李女士，登录微信
时忽然发现失去联系两年多
的一个朋友，注册了微信号，
便赶紧联系。她给对方发去验
证信息，问“你是王琳琳吗？好
久不见”。对方不一会回应，说
她是王琳琳，但不记得李女士

了。两人加为好友，李女士就
把自己的名字发了过去。对方
马上说想起她了，问候几句
后，问李女士能不能帮帮忙。
因为重逢格外高兴，李女士一
口答应。对方说自己工作不
顺，在做兼职代卖产品，每个
月需要完成一定任务才能给
钱，问李女士是不是有需要的
东西，可以到网站上购买。

李女士按照朋友从微信
发来的网站，用手机登录，发
现是淘宝的一个店铺，卖一些
韩国化妆品。刚好需要提前买
一些冬季用的化妆品，她就顺
手订购了一千元的产品。“反

正我自己也需要用，从哪里买
都一样，还不如给朋友帮个
忙。”李女士说，拍下产品后，
朋友让她直接付款，留言写下
是其推荐的银行。李女士痛痛
快快付了钱，之后几天，李女
士和朋友每天都聊会天，但聊
着聊着感觉不对，对方总想让
她再买产品，还让她也推荐朋
友来买，而且对以前的共同经
历总是避开不谈。

一直到3日，李女士付款
都过去了一周多，所购买的化
妆品也没送到。从1日开始，那
位老朋友就不回微信了，后来
更是直接把李女士删除了好

友。李女士重新打开购物的网
站，联系淘宝人员发现，没有
这个店铺，可能是钓鱼网站。

经过辗转朋友互相联系，
李女士找到了失去联系的朋
友王琳琳，而对方根本没有注
册微信号，也没和她联系过。
原来，王琳琳早就把原先的手
机号注销了。骗子用了她原手
机号注册微信，而李女士的通
讯录里还留着原来王琳琳的
手机号，给她推送了添加好友
建议，刚好被骗子钻了空子。
手机换号后，最后解除与其绑
定的微信号等账号，避免被人
利用。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记者
赵兴超) 卡里有闲钱，但随

时可能使用又不能买理财产
品或做定期存款，这是不少市
民的常态。一年下来，日均闲
置几千几万的资金，只能拿活
期利息。而购买货币基金，就
能解决这一问题，有时短期投
资也能跑过一年定存。

“我银行卡里常年有结余
的一笔闲钱，要留着应对平时
可能的各种人情往来、吃饭请
客等花销，有时候几个月动不
了多少，但也只能吃活期利
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4

日，刚刚工作两年的市民张先
生，拨打本报生活理财热线，
说出了自己的一个苦恼。他
说，卡上钱不多，也就1万元左
右，拿出一部分投资哪个都觉
得太少，存定期收益也不多。
如果都拿出去存上或者买了
理财，又少了资金流动性，需
要用钱的时候拿不出来也不
方便。

原本小张考虑存进余额
宝，可近期来出现了几起余额
宝资金被盗用户自担责任的
新闻，让他打了退堂鼓。

类似情况在市民中并不少

见，市民虽然想把这部分闲钱
最大限度获取收益，却都是受
制于资金流动性及使用便捷性
的问题，而放弃了用于理财的
打算。久而久之，一年算下来，
闲在卡里的钱平均到每天都数
额不小，失去的潜在收益也足
够平时的部分零花钱了。所谓

“不以钱少而不理财”，让这部
分资金做到兼顾收益和流动，
货币基金就能起到很好的作
用。目前货币基金收益多参考
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即
2 . 25%× (1-20%个人所得税)=
1 . 80%，远超过0 . 35%的活期利

率。其收益按天计算，按日或按
月结转给投资者。

近期，随着年末临近，银
行资金紧张等因素，货币基金
7天年化收益率平均已超过
4%。因为货币基金主要投资到
国债、央行票据、商业票据、银
行定期存单等短期有价证券，
基本无风险，被视为现金等价
物。同时，买卖过程中一般免
收手续费、认购费、赎回费等，
门槛多为1000元，赎回两三天
就能到账。对市民最大限度利
用闲钱理财来说，是一个比较
好的选择。

工商银行：

推行个人综合积分

从2013年10月20日开始，工商
银行对现有个人客户综合积分和信
用卡积分(不含百夫长积分和联名
积分，以下亦同)合并，统一为“个人
综合积分”。按积分兑换价值不变的
原则进行合并，原借记卡个人客户
综合积分按10:1的比例转换计入个
人综合积分；原信用卡消费积分和
赠送积分按1：1的比例转换计入个
人综合积分。个人综合积分自积分
采集之日起，有效期最长五年。从
2013年12月1日起，个人综合积分有
效期统一设定为五年。2013年为第
一个积分年度。

2013年10月20日起，个人综合
积分余额为在各地区办理业务累积
积分的总和，可在全国范围内兑换
使用。原借记卡个人客户综合积分
停止兑换业务手续费。

建设银行：

启动“积分圆梦·微公益”

中国建设银行与青基会、文艺
基金会共同搭建的“积分圆梦·微公
益”捐赠平台正式开通，龙卡信用卡
持卡人可用积分捐助公益事业。首
期音乐季推出“希望工程快乐音乐
教室”和“乡村音乐艺术教师培训计
划”项目。愿积分汇聚广大持卡人的
爱心，为贫困地区学生启智圆梦、助
力成长。

编辑短信：LPDH#卡号后4位#
8880001#数量，发送到95533，即可捐
助希望工程快乐音乐教室积分=500
*数量。编辑短信：LPDH#卡号后4

位#8880002#数量，发送到95533，即
可捐助乡村音乐艺术教师培训计划
积分=500*数量。

“希望工程快乐音乐教室”特别
开设单位(团体)成员联合捐赠，凡
一个单位(团体)组织员工累计捐赠
1250万积分(约为人民币2 . 5万元)，
可申请获得一个快乐音乐教室冠名
权。

银联：

携手基金推类余额宝产品

原本就是金融大佬的银联首度
选择和光大保德信基金联合推出

“类余额宝”产品，主要面对的是企
业客户，推出为企业管理流动资金
的“类余额宝”产品，具体由银联商
务旗下面向企业的理财平台“天天
富”予以实施，该平台将商户结算资
金直接投向银联基金宝产品。光大
保德信基金公司此前发行的货币基
金光大现金宝，预计将用于“天天
富”平台，用于银联企业客户的资金
管理。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整理

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13129期开奖，当期
全国开出4注一等奖，其中一
注花落泰安，被泰安宁阳县
的一位彩友以自选单式的方
式获得，奖金总额达1250万
元，创造了本年度全国双色
球单注中奖金额新高。

大奖：单注1250万，派奖
泰安首折桂

10月24日双色球3亿元派
奖开始后，至2013128期，全国
共中出一等奖26个，单注最
高1200万，最低为848万。派奖
前四期，山共中得二等奖34

个。经历四期的沉寂后，山东
泰安彩友成功破冰，一举获
得129期4注一等奖中的一注，
奖金1250万元，创本年度单注

奖金额新高，这是本年度派
奖期间山东中出的第一注双
色球头奖。据统计，截至2013

年11月3日2013129期，山东全
省共中得 6 6注双色球一等
奖，1191注二等奖，表现优异。

这注一等奖，是泰安市
第四个千万元福彩大奖，单
注奖金额最高，但总奖金额
各列第二位。第一位奖金高
达1369万元。2011年7月5日，
一彩友自选单式2倍投注，获

“双色球”第2011077期一等奖
2注。

奖池：累积2 . 62亿，或催
生亿元大奖

双色球奖池，是保证头
奖成色的重要因素。2013125

期派奖开始时，奖池资金为

1 . 23亿，按“523”奖金分配原
则和3亿元派奖的规则，2元
投注就有可能中得1500万元
巨奖。从2013125期开始，双色
球奖池显现出超强的蓄水能
力，奖池资金不断冲高，到
2013129期，奖池资金累积2 . 62

亿元，为彩友冲击超千万大
奖提供了充足保障。

高奖池除了能保证头奖
成色外，还可能催生亿元大
奖诞生。彩友无论是机选或
自选，单式或复式，只要在合
适的时机尝试倍投，就有可
能掏空奖池，获亿元大奖，如
果彩友在投注站所购买的彩
票单张满50元(含50元)，还有
可能中得4000元山东一卡通
的奖上奖。

朋朋友友微微信信号号““钓钓走走””一一千千元元
很快被拉黑，原来有人假冒

卡卡里里常常有有闲闲钱钱尝尝试试投投货货币币基基金金
跑赢活期储蓄没问题，赚不了大钱赚小钱

银行资讯

双色球3亿元派奖进行5期惊喜不断

泰安宁阳首折桂：单注奖金1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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