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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交交通通银银行行：：便便捷捷之之选选 尊尊贵贵之之选选

贵宾区：这里一边办理业务一边了解金融市场行情

服务水平由用户感受来决定，
提供优质的服务，用户自会有最佳
的感受。

提供细腻的服务，给您超凡的
感受，交通银行是这么做的———

如果您是“沃德客户”，那交通
银行就是您的温馨港湾，就是您的
理财顾问，就是您的财富管家，来，
跟随我们去体验———

装饰：暗红的色调，高雅的布
局；享受：咖啡是进口的，且是现
磨，听音乐，上网，看电视……这里
是交通银行贵宾区，在这里办理业
务，就像是来到了一个金融会所，
如休闲一般，沃德客户经理随时为
您提供温馨、细致的服务。

交通银行贵宾区，就是一个俱
乐部，客户有可观的财富，有良好
的素养。所以，您可以轻松交到志
同道合的好友，交流市场心得，畅
谈人生感悟，让视野得以更加开
阔，让人生得以更加绚烂。

交通银行还是您的私人理财专
家，运用专业的理财规划工具，为您
进行全方位的财务诊断，度身定制
个性化的财富方案。不妨看看，企业
家黄先生所享受的理财服务———

黄先生今年35岁，历经十年打
拼，白手起家的他已经拥有了自己
的公司。随着公司规模扩大，黄先
生需要规范公司财务，理清公司和
家庭财产，让家人的生活不受生意

波动的影响。另外，正考虑扩大经
营规模的他，也遇到了资金瓶颈。

交通银行为黄先生定做了一份
财富规划方案：将50%的资产用于配
置活期存款，以保障公司正常运转
所需流动资金；家庭资产购买交通
银行精选的基金组合；为区分公司
资产和家庭财产，配置了充足的人
寿保险、收益稳定的分红保险，既能
确保公司遇到风险时保护家庭财
产，又能合理避税；利用本行独有的

“沃德小企业服务”，以“沃德经营
贷”助力其破解融资瓶颈……

财富为您规划，人生如您所
愿。对这样一份财富规划方案，黄
先生怎会不笑逐颜开呢？

身处当今快节奏型的社会，
谁不想便捷生活就在身边———

“e动交行”让您万千金融，随
身一手掌握：以手机为平台，您可
以查询账户、转账、挂失，还可以
查 看 股 市 风 云 ，浏 览 天 下 资
讯……

穿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喧嚣，
谁不想有个安静港湾小歇———

交通银行专设贵宾区，这里
如一个休闲俱乐部，让您的身心
彻底放松下来：品品进口的咖啡，
听听流行的轻音乐，与同道聊聊
金融市场行情……

交通银行，是一家“百年老
店”，但一直锐意创新，创造了中
国金融改革发展史上的六项“第
一”。

交通银行这些努力，意在让
生活更便捷，让服务更贴心。

信用卡：这里给您最长56天免息期，多种类型的卡种可选

随着大家理财意识的增强，信
用卡现在是越来越普及。

交行的信用卡业务也是银行
的亮点之一，不论是信用卡的各项
功能还是信用卡的种类，交行的信
用卡都值得您拥有。因为其种类
多、还款方便，总之，持有交行信用
卡方便多多。

标准信用卡、东方航空卡、苏宁
电器卡、Y-POWER卡、太平洋步步高

卡、more卡、公务卡、百联OK卡……30
余种信用卡，有商户专用信用卡，有
汽车客户专用信用卡，还有针对大商
户推出的优惠信用卡，如此多的信用
卡，总有一款适合您的需求。

最长56天的免息期，对持卡人
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合理把握记
账日与还款日，可让您省不少钱。

“就相当于56天无息循环贷款，很实
用。”交行聊城分行客服经理 说。

而且，不但免息期长，较之其
他银行需要去网点还款或者通过
本行网银还款，交行信用卡的持卡
人还有多途径还款方式，其中，值
得一说的就是，关联借记卡还款，
也就是说，持卡人可通过除交行借
记卡外的其他银行的储蓄卡进行
还款外，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中行、
农行、建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以
及邮储银行等进行自助还款。

电子银行：这里自助设备旗舰化，排队永远是“传说”

交通银行历来重视电子银行
建设，将电子银行建设作为应对互
联网金融挑战的基础，大力提升电
子渠道服务体验，加快移动金融产
品创新，持续提高自助银行网点数
量，促进网络银行与实体银行协调
发展，逐步建立功能强大的远程银
行，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服务营销，对
普通客户加快推广以自助服务为
主、远程咨询引导为辅的服务模式，
加强终端客户远程服务推广工作。

交行聊城分行是这样承诺的，
也是这样做的。

走进交行聊城分行营业网点，
窗明几净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而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网点内数
十台自助设备——— 自助服务区(网
上银行区)和自助银行服务区(现金
存取区)。

数十台的网上银行体验机，通
过点击桌面就可以办成不少业务，
想申请借记卡或者信用卡？在页面

上就可以直接办理……
拥有数十台自助取款机的自

助银行里，还涵盖着手机银行、查
询机、电话银行，在这里，你不会再
看到排长队的情况，数量众多的自
助设备足够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使用。

“的确很方便，自从我办卡半
年多来，每次来取钱都是来到就
取，没有排队等待的情况。”市民陈
女士告诉记者。

手机银行：这里让您一“手”掌握，万千金融

交行是第一家研发手机银行
的金融机构，现在交通银行的手机
银行业务已日臻成熟，手机银行客
户端可支持苹果iphone、ipad、安卓
系统等手机。

只要下载交行新一代手机银
行“e动交行”客户端，就可以手机
为操作平台，进行账户查询、转账、

基金、证券、挂失、充话费、机票预
订等在线金融服务，而且在今年年
底之前，进行的任何转账业务都免
收手续费。

另外，使用手机银行还可实
现“无卡取款”——— 登陆手机银
行，点击“无卡生活”选择手机取
款功能，随后选择取款卡号，设

置 6位数字预约码，输入预约金
额，即可完成预约操作，其后，在
全国交行任意城市ATM机，选择

“手机取现”进入无卡取款页面，
根 据 提 示 ，依 次 输 入 预 约 手 机
号、预约码、银行卡交易密码、取
款金额，就完成免异地手续费的

“无卡取款”了。

大优惠：这里有“最红星期五”，刷卡消费最高奖10%

使用交通银行的信用卡消费，
活动多、优惠大……交行让您更省
钱。

交通银行聊城分行是2012年1
月20日开始对外营业的，就在开始
对外营业当天，在城区一家房产公
司上班的李女士就申请了一张信

用卡。
除了上面提到的关联借记卡

还款，很是方便之外，最吸引李女
士的就是持有交行信用卡的优惠
活动很多。

据交通银行客户经理介绍，交
行有“最红星期五”活动，也就是在

活动期间，即日起至今年年底，每
周五在指定超市内，单笔刷卡消费
满128元即可获得该笔交易金额5%
的刷卡金奖励，白金信用卡更享
10%刷卡金奖励，而在指定的合作
商户消费“买200返100”活动更是吸
引了不少人。

交行首创ATM吞卡当场取回功能
90秒内输入密码即可取回银行卡

近日，记者从交行方面了
解到，该行在业界首创ATM

吞卡当场取回功能。客户在交
行ATM机因操作超时，发生
银行卡被吞，90秒内输入交易
密码即可当场取回银行卡。目
前，该功能已在全国交行范围
推广，可支持各家银行卡。

据了解，ATM机设置吞
卡功能，主要是为了保障客户
的资金安全。一般而言，出现
以下三种情况，银行自助设备
就会进行吞卡处理：(1)持卡人
操作失误。如超时未取卡、强
行插卡等，在退卡后30秒内未
取走卡，也会被自动吞卡；(2 )
ATM机具或系统发生故障；
(3 )根据发卡行要求的吞卡处
理，如遇到挂失卡、被窃卡、欺
诈卡等。

交行在业界首创ATM吞
卡当场取回功能后，客户因操
作 超 时 ，导 致 银 行 卡 被 吞 ，
ATM 机会立即在屏幕上显
示：“卡尾号为××××的客
户：请您尽快输入密码取回银
行卡”。客户如在90秒内输入
密码，且密码通过验证后，银
行卡会立即退还给客户。

好消息：

“稳添利”理财产品阶

段性营销活动

自2013年11月1日起，交通
银行将开展“稳添利”系列保
证收益型理财产品的持续营
销活动！“稳添利”系列理财产
品 (投资起点5万元 )收益率全
面上调 ,由目前的3 . 7%-3 . 95%

调整为1-2个月4 . 3%、2-3个月
4 . 5%、3-6个月4 . 55%，活动时

间持续两个月。

“展业通”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产品

针对小企业融资需求，交
行度身定制了“展业通”专项
信贷结算金融服务产品，“展
业通”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中小企
业融资论坛”上被评为“最佳
中小企业融资方案”。“展业
通”服务产品的脱颖而出，体
现了这一产品的实用性和推
广价值。具体来说，“展业通”
产品具有金融产品全、服务效
率高等特点，贷款可采取整贷
零偿的方式，一次贷款，可以
分期进行还款，可以减轻小企
业集中还款时的资金压力，同
时，它的担保方式多样，既可
以用房地产等进行抵押，也可
以用国债、存单、仓单等进行
质押，还接受符合条件的保证
担保，最长融资期限可达八
年，审批流程科学简便，能够
为我们的小微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且快速的金融服务。此
外，针对多数小企业缺乏实物
资产抵押的现状，交行积极创
新担保方式，先后推出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
多方联保贷款、应收账款融资
贷款等。2007年以来，交行又
推出“蕴通供应链”业务，为核
心企业上下游小企业提供配
套融资服务，2010年，交通银
行推出蕴通电子供应链平台，
将传统的线下业务转移到线
上，提高了业务效率，提升了
客户体验。

交通银行可视金融IC卡

即将亮相水城
近日，交通银行正式推出了

业界领先的金融创新产品可视金
融IC卡——— 太平洋可视卡。据相
关负责人介绍，太平洋可视卡是
由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联合作推
出，具有可视、安全认证、快速闪
付等三大创新功能。卡上装有
LCD显示屏和数字键盘，通过在
标准金融IC卡上创造性地融合电
子纸显示技术，用户只需轻轻一
按即可显示当前余额及最近五笔
交易记录明细。太平洋可视卡将

安全认证工具与卡合二为一，易
于携带，可以通过将卡上的动态
密码输入电脑对客户身份进行实
时认证，确保客户大额转账的安
全可靠。可视卡内置的电池可以
支持7000到8000次显示，可显示5

年。与普通银行卡相比，太平洋可
视卡制作成本较高，工本费高于
普通银行卡 ,申请一张太平洋可
视卡则需支付120元的工本费和
10元的年费。太平洋可视卡首批
在全国仅推出1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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