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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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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自主创业贷款

产品简介：个人自主创业贷款
是指农村信用社向服务辖区内符
合贷款条件的农村青年、大学生、
返乡农民工发放的用于自主创业
的各类人民币贷款。

贷款对象：在信用社服务辖区
内居住或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

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的农
村青年、大学生、返乡农民工。

贷款条件：通过政府逐级推荐
和信用社建立创业信息库从中筛
选的方式确定借款人。借款人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上，45

周岁以下，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劳动能力或经营能力的自然人；

(二 )户口所在地或固定住所
(固定经营场所)在信用社的服务辖
区内；

(三 )有发展前景好的创业项
目，有合法、稳定的经济收入，具备
履约还款能力；

(四)在信用社开立账户，自愿接
受信用社的信贷监督和结算监督；

(五)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六)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未

婚子女等)在信用社未办理贷款；

(七)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个人自主创业贷款

由担保公司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
超过20万元。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和信用社利率浮
动幅度以及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
度要求来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及农信社办理个人自主创业
贷款规定的相应资料。

还款方式：可采用定期结息、
到期还本的还款方式。

出国劳务个人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向出国
务工人员发放的用于缴纳出国前
各种费用的贷款。出国劳务个人贷
款遵循“合作共赢、专款专用、专户

管理、利率优惠”的原则。
贷款对象：经商务部批准的对

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公司和具有
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公司、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境外就
业中介机构拟派遣或雇佣且经省外
经贸委认可的出国务工人员。

贷款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且年龄在18周岁至45周岁之间;
(二)具有贷款行辖区内常住户

口,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三)无重大不良记录(无存量

不良借款、担保、欠息余额)；
(四)经具有劳务输出培训资格的

单位培训合格，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
(五)能提供出国从事职业和收入

证明，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六)有一个以上的稳定联系人

(包括夫妻、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

能提供符合条件的担保措施；
(七)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贷款额度根据出国

劳务人员前期费用的70%以内，原
则上单户贷款最高不超过5万元。

贷款期限：出国劳务个人贷款
期限不得超过外出劳务合同期限，
原则上最长不超过2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和信用社利率浮
动幅度以及有关利率定价管理制
度要求来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及农信社办理出国劳务个人
贷款规定的相应资料。

还款方式：期限在1年以内的
实行定期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方
式。对期限超过1年的贷款，采用定
期结息、分期还款方式，至少每半
年一次还本，也可季度偿还。

想去银行柜台取工资

工作人员说不行

“我就想在柜台办业务，为
什么非得把我推荐到ATM去做
自助服务呢？”11月28日，泰城市
民施女士反映，自己在银行办业
务时，因为想去柜台而不是ATM

机，取号被拒绝。
家在泰城青年路的市民施

女士，今年60多岁了，退休多年，
工资卡一直用的是某银行银行
卡。因为上了年纪，出门办事不
太方便，特别是去银行查询、取
用工资，就成了她的一大难题。

“主要是眼睛有点花了，看屏幕
啊、纸张上的字啊，都看不清楚，
银行的机器也都不会用。”施女
士说，虽然退休工资每个月都定
时打进银行卡里，可她之前能不
去银行取就不去，“每次都挺费
劲，办业务时间也长，有时候排
队都得排好一会。”为了减少这
些不便，施女士都是每三个月去
一次银行。

前段时间，施女士看着已经
过去了三个月没管理工资，就来
到财源大街一处银行网点。刚进
银行，施女士就想先取个号。工
作人员问她办什么业务，施女士
就说是领退休工资的事。“那个
工作人员紧接着就说别取号了，
让我去ATM机那边自助查询就
行。”施女士说，她向工作人员解
释，自己不会使用自助机器，也
看不清屏幕上的数字，就想在柜

台办理。可不管怎么说，工作人
员仍旧极力推荐她到ATM机自
助服务办理。几番下来，施女士
有点生气。“工作人员最后就说
我不能取号。”施女士一听马上
火冒三丈，和工作人员在大厅里
吵了起来。

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和施
女士解释说，要是排队得排比较
长时间，而且她的业务不是非得
柜台才能办理。施女士说她也理
解银行推荐自助服务的做法，可
是她对机器操作不熟悉，担心出
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算是工作
人员陪着操作，她也觉得不那么
安全。随后，工作人员给施女士
道了歉，承认拒绝施女士取号办
业务是不对的做法。

习惯用存折

常被推荐办卡

老年人因为身体情况等原
因，在银行办理业务时比年轻人
总要反应慢半拍，这直接导致个
别网点对老年人的区别对待。用
存折办业务时被推荐换成银行
卡、取号排队被安排到自助服务
区等，不少老年人都曾遇到。

“银行工作人员格外照顾我
们老年人，我感觉很高兴，可是
有时候不能以为老年人着想的
旗号，强压着我们做不想做的事
啊。”家住文化路的市民曾先生，
每次去银行取钱，都会被善意劝
说办银行卡，原因是他平时用的
是一张存折。曾先生说，不管到

哪个网点，工作人员都说差不多
的话，“他们说以后都得换银行
卡了，存折只能在柜台用，周末
银 行 休 息 的 时 候 就 取 不 到 钱
了。”原先曾先生换过一张银行
卡，但不会用ATM机，还是得去
柜台让柜员帮忙取钱。银行卡也
不如存折直接，进出账都写在存
折上一目了然。之后，曾先生只
用存折，周末也不去银行，可就
算这样，每次办业务都得被“推
荐”一次，让曾先生不胜其烦。

有的银行网点对持卡老年
人提供ATM机辅助操作服务，
赢得部分老年人喜欢的同时，
也 有 部 分 老 年 人 感 到 很 不 自
在。“我只要拿卡去，就把我带
到A TM 机 ，银 行 的 人 帮 我 操
作，可这样我的密码和卡里的
信 息 就 又 多 了 一 层 泄 露 的 风
险。”市民陈先生说，他每次去
银行都感觉备受“照顾”，尽管
输入密码的时候工作人员都转
过脸不看屏幕，可因为视力和
听力的问题，他还得让工作人
员帮忙看看卡里的余额，大声
报给他余额数目。

老年人早排队

为啥晚叫号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需
要到银行办理业务的老年人，对
银行过度热情的服务有些吃不
消，希望得到公平对待。多数老
年人偏爱柜台，认为更踏实。不
能因为老年人在柜台办理业务

耗费时间，而总是推荐自助服
务，也不应该“忽悠”老年人开通
不必要的服务。

市民刘女士对老年人在银
行办业务时遇到的难题深有体
会。她今年65岁，每次去银行都
尽量用ATM机，有时候带着上
初中的孙子帮忙。“我操作机器
还不如孩子熟练，一会就弄好
了。”刘女士说，有时候自己去
操作，取二百块得十几分钟。刚
开始时，她在银行排队取钱，不
知道为什么，后面来的人总是
在她之前被叫到，她等到中午
银行休息都没取到，还耽误了
买菜做饭。打那以后，刘女士就
学着用ATM机，一是不想在柜
台耗时太久耽误其他人特别是
时间紧张的年轻人，二是不想
再让工作人员帮忙，“现在泄露
信息的事这么多，还是自己保
护好自己”。

泰城一家银行网点业务经
理说，他们对待老年客户和其
他年龄客户一样，针对老年人
的特殊性，也曾考虑设置老年
专用窗口，但这样一来就对其
他客户不公平。业内人士分析，
老年人在银行客户群体中，大
多数都是中低端客户，加上本
身的身体、年龄等不便因素，导
致银行会耗费更多时间、精力
为其办理业务。个别网点分流
老年人使用柜台服务的压力，
也就在情理之中。虽然银行因
此降低了成本，但对老年人来
说是不公平的。

宁可排长队，也不“亲近”ATM机

一一老老人人银银行行柜柜台台取取工工资资遭遭拒拒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不少老年人到银行
办理业务时，因为上了年
纪，眼神、耳朵不好使，办
起业务格外费时。个别银
行网点在接待老年人时，
把老年人推荐到ATM自
助服务区，尽管有工作人
员帮助，老年人仍因不懂
操作、担心泄露个人信
息。有老年人质疑，银行
只顾减轻柜台压力，忽略
了老年人的感受。

在银行办理业务时，老年
人容易遭遇骗局，根据老年人
特点和骗子常用招数，市民可
以借鉴以下几种防骗注意事
项。对一些不需要亲自去银行
的事项，尽量让家人代办。

防骗的几点注意情况：第
一条，有事咨询银行工作人
员，不要盲目听信目的不纯的
人的建议。取款后应及时回
家，少与陌生人搭话，尤其是
一些自己不认识的年轻人。当
遇到自称是家人、亲戚的朋
友、熟人或某机构的调查人员
时 ，一 定 要 提 高 警 惕 。第 二
条：莫贪小便宜。取款后，在
银行周边或回家路上，不要围
观街头小把戏，尽量少接受免
费赠品。第三条：不扎堆不凑
热闹。在银行内取款时，遵守
排队纪律，不论是柜台还是
ATM机，都排队轮候。轮到自
己时再上前，别人主动凑到身
前时提高警惕。没有扎堆乱哄
哄的情况，骗子就很难伺机谋
取您的个人信息。第四条：尽
量不单独到银行办业务。老年
人因为身体等缘故，对银行业
务也多不熟练，应该尽量让家
人陪同。

可以由人代办的情况：1、
修改密码，可以由他人代办，
也可在ATM机上修改。2、银
行卡丢失需要挂失，口头挂失
或书面挂失都可由他人代办。
3、借记卡存、取款一定数额以
下可代办，各行规定不一，需
提前了解清楚。

而有些银行业务则必须
由本人办理，如果事先没有弄
清楚，老年人很可能要多跑几
趟。这些业务包括账户信息查
询修改、挂失后续事项和签约
类业务。如果老人记性差忘记
了密码，就得办理密码重置业
务，这也需要本人前往银行。
签约类业务主要指开通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等，也不能代
办。

老人取款时

注意这几点

教您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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