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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财金

银银行行也也允允许许倒倒闭闭 钱钱放放哪哪保保险险
存款保险制度启动后 最多可赔付50万元

【说说保险那些事】

保保险险单单上上无无本本人人签签字字 靠靠谱谱吗吗
市民担心银行代办保险最后取不出钱

基金淘宝店上线3天
1/5产品零成交

业内翘首以盼的基金公司淘
宝店终于在 1 1 月 1 日开张了，然
而，截至 1 1月 3日，1 5家基金公司
上线的1 1 6只基金产品中，2 0%无
成交记录，即便11月1日之前的内
部测试记录都没有。而产生了成
交记录的基金产品中，成交笔数
为个位数的占主导。从类型来看，
货币基金交易量最大。

而余额宝 6月 1 3日上线首日
的申购额就达到3 . 5亿元，后继者
百度理财首款产品上线不到 5个
小时就卖掉10亿元的华夏现金增
利货币基金。这令基金公司淘宝
店情何以堪？

有网友将基金公司淘宝店的
装修风格分为几大派系：小清新
派，比如海富通基金、鹏华基金
(微博 )、万家基金和招商基金等，
整个页面清新可人；主题派，与影
视剧或历史题材相结合，比如富
国基金推出的“债基江湖”、银河
推出的“基金演义”等；直截了当
派，上来就告诉你能赚多少，比如
南方基金、兴业全球、易方达等；

“勾引”派，以一些“小恩小惠”吸
引投资者，比如广发基金、工银瑞
信、国泰基金。

首批上线的产品包括货币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绝大部分基金公司
主打产品依旧是旗下的货币基
金，并将其作为“镇店之宝”或在
其主页给予重要的位置展示，也
有基金公司力荐股基、债基。另
外，考虑到风险因素，淘宝理财
平 台 对 投 资 者 购 买 权 益 类基金
(包括股票型、混合型、QDII、指数
型 )做了购买金额的限定，单只权
益类基金申购金额不超过 2 0 0 0

元。货基、债基则没有这一购买量
限制。 (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 韩微

日前，市民杨女士接连收到短信消息，称“中国允许银行倒闭，存款或不保”，上网查询后，杨女士发现不少网友也在在纷
纷点评讨论这一话题，更有网友表示，如果真的会倒闭，那贷款是不是也可以不用还了？而杨女士则更担心，银行如果果也会
倒闭，那我们的钱放哪才安全？

自 2 0 1 3年 1 1月 1日至 2 0 1 3年
1 2月 3 1日 (以申请日为准 )，只要
是在申请日之前，为中国银行银
行卡客户，就可享中行信用卡分
期购买雪佛兰科鲁兹掀背、科帕
奇，最高享受两年零手续费零利
息活动。

据了解，此次参与活动的科
鲁兹掀背为2013年雪弗兰科鲁兹
掀背全系，分期12个月，首付款比
例为 3 0 %，只要是中国银行客户
就免收手续费；雪弗兰科帕奇5座
全系，首付比例为40%，同样是分
期期限为 1 2个月，中国银行客户
就免收手续费；雪佛兰科帕奇7座
全系首付比例也为 4 0 %，分 1 2个
月的分期期限，同样是中国银行
客户免收手续费。活动截止日期
是指最后申请日，放款可在申请
日之后。

中国银行分期购车
最高享两年零手续费零利息

采访中，宋先生表示，银
行一直都是自己首选的理财
机构，虽说一些存款利息不
高，但是难得的是钱很安全，
毕竟钱放自己身上会掉，但银
行绝对不会存在什么意外发
生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以后
要是在银行存越多的钱，风险
也就越大，但是不存的话也相
应不会有任何保障，毕竟对我
们这些习惯在银行存储的人

来说，转换储蓄方式首先就很
难突破信任这一关，至于以后
该将钱放哪，只能走一步算一
步了。”宋先生说。

据了解，老年人群是银
行储蓄的忠实粉丝，除了利
率稳定外，老人更多的是在
乎自己存款的安全性，“活了
大半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
图的就是个踏实，我们也没
那个脑子和精力跟年轻人一

样去炒个股，买个基金什么
的，也不要求什么高利率，就
希望疼头脑热的可以及时有
个钱用。”李大爷退休后，每
个月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到银
行取出部分退休金，用做生
活费，剩余的钱就再随用随
取，安排的非常有规律。在谈
到银行业被允许倒闭了之后，
李大爷先是觉得很错愕，在他
看来，银行就像是和这个国家

绑定的一样，怎么也不会出现
银行倒闭的情况。

“这连银行都能倒闭了，
钱就更没地方放了，该不能又
回到老一辈挖坑埋藏或藏墙
缝里吧。”除了感叹现今形式
的改变，不少市民也开始忧心
自己是不是会碰到银行倒闭
的情况，如果真的不幸遇到
了，那又有谁来保证自己的利
益。

银行也有倒闭风险 市民有点难接受

存款保险制度启动后 最多赔付存户50万元
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

布的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与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北
京签署了《关于合作、技援和
跨境处置的谅解备忘录》，这
样一来，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
构只要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
一定保险金，当成员机构发生
经营危机或者面临破产倒闭
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向其提
供财务救助或向其存款人支
付部分或全部存款。

在针对了解存款保险制
度相关消息发布中，记者了解
到，储户在银行倒闭后，其存
款可获得最大赔付额度可能
在50万元，在实行存款保险制
度之后，如果储户银行里的存
款在50万元以内，银行倒闭后
储户则可以获得与实际存款
金额相等的全额赔付；而超过
50万元存款的部分则不予赔
付，或者实行中国台湾和美国
的赔付规则，按比例进行补

偿。
而据央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存款保险制度将在今年年
底或明年年初启动，可以保障
储户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
因银行方面的意外而受到损
失，但赔偿上则有一定的限
额，计划上会只为98%的储户
提供全额保险。

“就算是有了存款保险制
度，也不可能百分百的保证储
户的利益，只能说，对于大部

分的小存款数额储户来说，银
行还是个绝对安全的金融机
构，但大储户则要学会转变储
蓄方式。”一位国有银行的理
财主任告诉记者，面对这种存
款风险，储户首先要做的就是
转变观念，学会分担风险，就
像高中经济政治中所讲到的
一样，不要把鸡蛋都放到一个
篮子里去，大额度的存款就得
分开存放，毕竟不超过50万元
就有的赔。

家住市中区的张大
爷于2010年在银行代办
情 况 下 ，办 理 了 一 份
20000元的平安人寿保险
业务，但在出具保险单证
明时，上面却完全没有自
己亲笔签名，为此，张大
爷很担心，依据这样的保
险单，自己在保险到期
后，能否可以将自己的保
险金取出。

保单上没有投保人签名

据张大爷介绍，在2010年
时，自己去银行办理了一笔存
款业务，后来在银行工作人员
的游说下，又将存进银行的两
万多块取出，换成了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的“金利多两全保险”
产品，因三年中都没有接到任
何回访电话，张大爷不放心，就
再次找出自己的保险单，发现
上面只是有银行工作人员的私
人电话，及保险公司老总的打
印签名，为此，张大爷就主动拨
通了保单上银行工作人员当时
留下的电话，却没能接通，为了
确保自己的保金安全，老人只
能再次找到办理银行，得知当
时办理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已

经调职离开。
在张大爷所提供保险业务

办理资料中，除了一张银行代
理保险业务代收凭证，有张大
爷本人的亲笔签名外，仅只有
一页的保险单上，并无人任何
投保人的签名信息。张大爷说
在办理保险业务时，曾被告知
存满3年后就可自由取款，但在
保险单上却显示出，只有年满
六年期的，张大爷才能在不损
失利息及本金的情况下，将钱
取出。现今保期还未到三年，张
大爷也是进退两难，他说现在
自己年纪大了，就想有个实在
的保证，就算购买保险产品也
应该找个适合自己的。

保险公司答复难让客户信服

就保单上无投保人签字一
事，记者联系上了平安人寿保险
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通过银行代办的保险业务，
客户只需在工作人员提供的投保
单上签字，而这份投保单则是由
保险公司保存，客户手里只有在
银行办理业务时，现场打印出的
一份保险单，以及银行所出具的
代收凭证，保险期满之后，客户可
凭借当时银行所出具的一系列保
险手续，到保险公司办理取款。

据有关人士介绍，银行所代
理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都是持
有银行保险代理证明的，只要是
在银监会和保险业协会所承认的
金融机构，办理保险业务，都是符

合保险办理流程的，但具体的操
作程序则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操
作为准。至于银行办理保险的保
险单，为什么简单到只有一张纸，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回应，简单仍
有效。对于此类回答，张大爷感觉
还是难以踏实，在对比了保险公
司所出具的正式合同单后，这样
无任何本人签字的手续，还是难
以让客户信服，毕竟按合同来讲，
只有双方签字才能表示合同生
效。

如果您也遇到了“保险那些
事 ”，欢 迎 通 过 热 线 平 台
15206321062及QQ:2921458251，
2921458251qq.com与我们取得联系，
届时，我们将予以关注。

本报记者 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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