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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城有银行网点停办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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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理财

一直以来，商业银行对
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是笔

“糊涂账”，未来理财产品占
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等信息
将更透明。证监会日前发布
修订后的《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

号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
别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特别对
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做
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定期披
露业务的开展和损益情况。

《规定》指出，商业银行
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理财
业务、资产证券化、托管、信
托、财富管理等业务的开展
和损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披露为开展该业务而设立
的载体的规模、性质、目的
及融资方式等。

此前，银行在理财产品
运作过程中，存在投资项目
不透明、收益不透明，被市
场广泛指责存在“糊涂账”，
虽然证监会此举并未对银
行每款具体的理财产品运
作提出信披要求，但上述要
求仍然是提高银行理财运
作透明性的重要一环。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如何赚得？一般商业银行理
财产品都会给予投资者预
期年化收益，在产品运作完
毕到期后，实际理财产品的
预期收益不得而知，如果超

出银行事先承诺投资者的
部分，银行将作为超额收益
收归囊中，这也成为商业银
行一部分很重要的中间业
务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银监会
此前已经对理财产品的管理
及透明度给予了相应的管
制，要求银行在理财运作中
不购买本行贷款，不开展资
金池业务；对于信托业务，不
开展非标资金池业务。此外，

《规定》对于市场关注的不良
资产的信息披露也给予了约
束，要求商业银行应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贷款损
失准备的计提和核销情况。

据北京商报

上市银行需晒理财账本

定定期期披披露露产产品品规规模模损损益益情情况况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近日，招商银行宣布暂
停教育储蓄新开户业务。存在多
年的教育储蓄，在泰城部分银行
也因少有客户办理，面临尴尬局
面。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这一业
务或将逐步退出市场。

前几天，招商银行在其网站
宣布公告，从2014年元旦开始，
暂停整存零取、教育储蓄的新开

户业务。其中，曾经为储户提供
免税利益的教育储蓄退出部分
银行业务列表，已成为一大趋
势。10日，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
营业网点了解到，近年来办理教
育储蓄的客户越来越少，已经有
银行网点停办了该业务。在文化
路一处银行网点，记者咨询教育
储蓄的情况时，一名工作人员一
时没反应过来，随后说办理这项

的人太少，她都有点生疏了。东
岳大街某国有银行网点大堂经
理则表示，去年一年办理教育储
蓄业务的新开户客户不超过10

个，原有的老客户到期后也都退
出改办了其他业务。

虽然泰城多数银行目前仍
提供教育储蓄这一业务，但业务
量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教育储
蓄刚出的时候，能给储户节省一

些利息所得税，所以当时比较
火。”中国银行一处网点工作人
员说，2000年左右教育储蓄推出，
存取款方式为零存整取，利息则
按照定期存款支付，分别有一
年、三年和六年三种期限。从1999

年到2007年，储户需要缴纳20%的
个人利息所得税，教育储蓄则可
以免缴这笔税费，因此一些市民
喜欢这种存款方式。而从2008年

开始，国家取消征收储蓄存款利
息个人所得税，教育储蓄最大的
优势消失。

业内人士分析，教育储蓄虽
然仍有零存整取、存期灵活、利
率较为优惠的特点，但面对银行
理财产品、网络理财产品等冲
击，只能越来越萎缩，如果没有
相应转变，或将退出银行业务范
围。

12日，刚刚迁入新办公地点
的泰安市商业银行，没有举办迁
址庆典仪式，采用助学方式，向泰
安市第二中学捐赠二十万元助学
资金。

12日上午，在长城路3号泰安
市商业银行新址，举行了泰安市
商业银行捐资助学仪式。泰安市
金融办、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
行、泰安银监分局、泰安二中及泰
安市商业银行相关领导参加了助
学仪式。此次捐资助学，是2013年
12月泰安市商业银行获批迁址以
来，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迁址
不搞庆典仪式，而采用助学的方
式，向泰安市第二中学捐赠二十
万元，同时改善多媒体教学设备。

泰安市商业银行党委副书
记、行长石占银在仪式上介绍，截

至2013年末，泰安市商业银行资
产总额为276 . 93亿元，各项存款
余额达到232 . 26亿元，较成立初
增加144 . 17亿元，增幅163 . 66%，信
贷规模126 . 58亿元，较成立之初
增加80 . 05亿元，增幅172 . 04%。年
内实现净利润2 . 54亿元，累计实
现纳税7 . 33亿元。在取得令人瞩
目的经营业绩的同时，泰安市商
业银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每年
开展扶贫济困和爱心助学活动，
积极为全市社会公益事业奉献力
量。目前，已向市民政局申请设立

“泰安市商业银行捐资助学慈善
基金”，未来将在支持全市教育事
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
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企业的力
量，奉献商行人的爱心。

（赵兴超）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 自己没办过信用

卡，却突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
催款短信，没有具体消费信息，
只有联系电话。11日，市民高先
生接到一条催款短信，纳闷了
好久，最后找到一次通过支付
宝为朋友还信用卡的记录，才
找出短信的源头。也有市民收
到类似短信，属于诈骗手段，提
醒持卡人提高警惕性别上当。

“我手里都没有信用卡，也
从来没办过，怎么还会出现催
款短信呢？”11日，家在乐园小
区的市民高先生忽然收到了一
条短信，内容为“您尾号1234的
信用卡该还款了”，短信中还附
上了一个“点此还款”的网址链
接。高先生不太喜欢信用卡，一

直没有办过，一收到短信就很
纳闷。因为担心手机中毒，高先
生没敢点击短信中的链接。短
信发送的号码也不是常见银行
客服号码。他上网搜索短信发
送号码，也找不到具体的来源。

高先生到银行咨询，银行
工作人员也说不清该号码是哪
里的，跑了几家银行都得到“不
是银行客服号码”的答复。“万
一欠款不还，个人信用记录不
就有污点了吗？”高先生仍旧不
放心，查了好几次银行卡记录。
在偶然翻看支付宝记录时，高
先生发现有一次还款记录，卡
号尾号刚好是1234。他这才记
起，去年国庆期间帮同学用支
付宝还了一次信用卡，留下了
他的手机号，所以催款短信发

到了他的手机里。告诉同学还
款后，他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
地。

有的持卡人收到类似还款
短信，就不像高先生这样属于
正常催款，而是诈骗短信。中国
银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介绍，
一般这类诈骗都是以持卡人消
费了大宗金额为借口，留下一
个所谓客服热线。短信号码也
伪装成银行客服热线，但会多
出几位数字。一旦持卡人拨打
回去，就有可能落入陷阱。特别
是临近年底消费增多，有时持
卡人记不清到底有没有消费，
导致被骗。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收到类似短信要到银行确认号
码，不要轻易点击网址和回复
电话。

没没办办信信用用卡卡却却收收到到催催款款短短信信
银行提醒：有可能是诈骗短信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到了年底，借出去

的钱也该收一收，准备给来年
打理资产做个打算了。可在借
款时，把借条写成欠条而产生
的麻烦，让市民刘先生懊恼不
已。13日，律师提醒市民，借款
要写借条而非欠条，最好注明
还款期限。

“明明就是一笔简单的借
款，怎么还要这么多举证责
任？”11日，向朋友借了2万元一
直要不回来的刘先生，诉诸法
律解决时，遭遇到了不小的麻
烦，起因是一个写错的字。刘先
生说，三年前他借给朋友2万元
救急，没想到一拖就是三年不
还，朋友总说没钱。无奈，他只

好求助法律途径。但在法庭上，
法官要求他举出借款的一些证
据，因为借款时写的条子是“欠
条”。“当时随手一些，都忘了为
什么写欠条而没写借条。”刘先
生说，因为举证不足，刘先生的
要求被驳回。

特别是临近年底，借款还
款的集中时间段，不少市民都
有这方面的疑难，影响到正常
的资金回笼。到底借款时能不
能写成欠条，欠条和借条有什
么区别？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
杨永涛律师介绍，目前民间私
人借贷比较活跃，因此产生的
纠纷也比较多。特别是借条和
欠条，有很大区别。借条产生于
借款，欠条则由很多原因。两者

性质不同，借条反映借款合同
关系，欠条则是债券债务关系。
一旦把借款借条写成欠条，欠
条持有人就要承担举证欠条形
成的事实，负有一定举证责任，
而这些证据往往较难拿出。如
果是借条，持有人只需要简单
陈述借款事实经过就够了。

另外，在民间借贷时，最好
注明还款期限。对于注明还款
期限的借贷，有两年诉讼时效。
没有注明还款期限的，出借人
能够随时索要款项。一般来说，
欠条或借条要包含借(欠)款原
因、数额(包括大写)、归还时间
与期限、利息等。各个字、行之
间最好不要留有过大的空隙，
以免被人篡改。

借借款款别别写写““欠欠条条””要要写写““借借条条””
一字之差要担举证责任，还要注明还款期限

迁址不办庆典改为助学

泰安市商业银行捐资助学二十万

捐资助学仪式现场。 赵兴超 摄

央行连续暂停五期逆回购
短期资金面或延续宽松

近日，央行继续暂停了常规
的14天期逆回购操作，自去年12

月下旬以来，央行已连续暂停了
五期逆回购操作。

由于去年12月机构主动提高
备付率，加上年底财政存款集中
投放、机构努力揽存，使得目前银
行体系整体超储规模较高，年末
效应退去后，短期流动性呈现较

为充裕的状态。
由于资金面持续超预期宽松，

市场也开始修正原先过于悲观的
流动性预期，减弱了公开市场持续
零操作对市场心理预期的冲击。不
过，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看，1月15日
银行体系将迎来一定量的法定存
准金退款，短期资金面有望延续宽
松态势。 据理财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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