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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生活理财

余额宝莫名少了100元，一女士上网找到“客服电话”

网网上上假假客客服服钓钓走走卡卡里里88770000元元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

兴超) 市民董女士存在余额宝
内的钱莫名其妙少了1 0 0元，拨
打 一 部 假 冒 客 服 热 线

“4008770059”上当。骗子以查询
余额名义，先向董女士账户转入
2 0 0元，凑足转账金额，1分钟内
转走其卡上8700元。

3日，家住泰山区虎山路的董
女士，拨打本报生活理财热线电
话反映自己刚刚遭遇的诈骗经
历。5月27日，董女士听朋友介绍

余额宝的收益功能，当天转入200

元，28日又转入100元，28日当天账
户显示转入成功，余额为300元。
但5月29日一早，董女士发现余额
宝内的300元变成200元，有100元
不知去向。她赶紧拨打支付宝客
服电话95188，但一直占线无人接
听，只有电脑语音让其留下电话
号码、身份证号和留言。

等到5月3 1日，董女士也没
收到支付宝客服的回复电话，焦
急中上网查询其余客服电话号

码，找到一部“4008770059”的客
服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
自称客服人员，名叫李振兴，说
一口广东普通话。李振兴和董女
士说，可以帮她马上查找1 0 0元
的去向，但需要她找一处ATM

机，获取一个验证码就能退钱。
董女士到东湖一处银行网点时，
网点轮休，她在ATM机一边和
骗子打电话，一边操作。骗子问
董女士卡里还有多少钱，董女士
如实说有8 7 0 0元。“他就说让我

往他们公司一个账号里转8 9 0 0

元钱，还说转账肯定不会成功，
因为钱不够是转不出去的。”董
女士说，她没觉得对方说的不
对，第一次操作转账8900元没有
转出，提示失败，对方又让她转
第二次，并称第二次转账失败后
会显示一个验证码，通过验证码
客服可以给她找回那100元。

董女士马上第二次转账8900

元，按下确认键后卡上的钱瞬间
被转走，她一下子蒙了。对方在电

话中称钱5分钟后到账，她转走的
钱也和那100元一并退回到她的
账户。但等了半个多小时，董女士
也没收到钱，发觉不对找柜台查
询，工作人员告诉她转账后的一
分钟内，对方就把钱从转账账户
内提走了。

3日，董女士已经为这笔被骗
钱财奔波多日，并向警方报警。被
骗后，董女士才逐渐识破了骗局，

“希望其他人也能引以为鉴，别被
这种骗局蒙蔽。”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
兴超) 从3日起，央行开始执行线
下个人征信查询每年2次免费、超
次数后每次25元的查询制度。对
普通市民来说，线上查询仍旧免
费，虽然内容简略但也可查到个
人信用情况，如需详实内容还需
线下查询。

按照央行5月27日发布的公
告，从3日起，线下查询个人征信
情况执行前两次免费之后收费的
制度。作为传统查询方式，泰安市
民使用线下查询需要到人民银行
泰安市中心支行办理。虽然线下
查询开始执行有限免费制度，但
记者从央行征信部门了解到，线
上查询仍实行免费。

线上查询即为网上查询，市
民首先注册账户，选择数字证书
验证方式和私密性问题验证方式
之一进行验证。数字证书验证就
是银行提供的网上银行密钥(如U

盾等)。
而私密问题验证则为市民以

为金融方面的一些问题，如贷款
时间、数额、还款信息等。经过审
核后，市民会得到一份查询码，通
过查询码7天后免费查询个人信
用报告。

与央行线下查询内容相比，
线上查询内容较少，主要包括信
用卡、房贷、车贷等的大致内容，
线下查询则包括银行贷款、个人
信息、社保记录等详细信息。业内

人士表示，银行调阅客户个人信
用报告，主要也是考量信用卡、贷
款等的逾期记录，其他方面不太
重要，因此线上查询的报告内容
也足够。

如何使用两种方式查询个
人信用报告，是许多市民关心的
问题。线下查询需要到奈河西路
2 8号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
支行，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和
复印件，填写查询申请表等待领
取个人信用报告即可。线上查询
即网上查询，需要登录中国人民
银行个人征信中心，经过个人提
交注册、通过身份验证、收到激
活码、查询码、查看信用报告等
步骤。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
兴超 ) 晚上到ATM机取钱、转
账，最头疼的莫过于灯光问题。1

日，市民林女士就因为ATM机照
明灯不亮连输错2次密码，差点锁
了账户。记者发现，城区个别自助
服务区ATM机照明灯存在不亮
问题，经常有市民靠手机屏幕灯
光照明取钱。

1日晚上8点多，家在乐园小
区的林女士到附近一处银行网点
取款，银行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她
到自助服务机器操作。但面对三
台自助服务机器，林女士犯了愁，
只有一台机器头顶上方的照明灯
亮着，可这台机器刚好没钱了。另
外两台机器屏幕明亮，但照明灯

不亮。林女士把卡插进机器，输入
密码的按键处漆黑一片，屏幕的
反光更增加了分辨数字按键的难
度，她一只手挡着屏幕的光亮，一
只手摸索着输入密码。连着输了
两次密码都不对，林女士着急起
来。“我当时带的手机没有手电筒
功能，再输错了就得锁死银行卡，
我就打电话叫我老公从家里带来
手机帮忙照亮。”林女士说，在丈
夫手机手电筒的光亮下，她才看
清数字按键输对了密码。

记者近期走访泰城部分银行
自助网点，发现类似照明不足影
响操作的情况也存在着，有的照
明灯损坏或故障，工作人员没有
及时处理，给市民操作带来一定

不便。在东岳大街西段一处网点
内，市民陈先生说他在5月30日晚
上取钱时，也遇到ATM机灯光不
亮，打客服投诉被告知可能是灯
坏了，需要几天的修理时间。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遇到类
似情况不仅有输错三次密码锁卡
的风险，还有可能落入不法分子
的圈套。曾有不法分子堵住ATM

机插卡口、出钞口等，同时在机器
旁张贴带有联系电话的所谓告
示，客户被吞卡或取不出钱时会
与其联系，被骗取信息盗取账户
资金。因为灯光不亮问题这类骗
术更容易得逞，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选择无故障ATM机操作，及时
反馈有问题机器。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高芸)

23日，兴业银行泰安分行联
合济南新东方举办了游学夏
令营推介会。在兴业银行泰
安分行VIP室，济南新东方游
学部负责人向各位VIP客户
介绍了关于新东方游学夏令
营，兴业银行泰安分行推荐
了留学贷款业务以及其他关
于出国的金融产品。

推荐会上，济南新东方
游学部负责人首先介绍了游
学夏令营与普通出国游的区
别。负责人说：“我们的游学
夏令营不同于其他出国旅
游，让原本在中国就很优秀
的孩子，去结识其他国家的
同龄优秀青年，和他们一起
合作、交流，整个过程触动积
极思考问题、带领学生体验
真实的留学生活场景，前往
本土学校插班上课。整个游
学过程能让孩子们学到他们
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为他们
添加一笔不一样的人生经

历。”
随后，兴业银行泰安分

行向VIP客户们推荐了以信
用方式办理的个人留学贷款
业务。该行推出的个人留学
贷款业务无需抵押、申请简
单、额度充足、还款轻松，面
向就读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
的中学生、大学生，可用于支
付留学保证金、学费、生活
费、留学中介费等留学期间

“衣食住行”各项费用。提款
型留学贷款金额，采取信用
方式最高可贷100万元人民
币；留学信用卡则向广大留
学生提供了刷卡免收国外交
易汇兑手续费及全球机场贵
宾厅、境外机场接送、积分超
值兑换航空里程等增值服
务。

兴业银行泰安分行负责
人表示，以后还会和济南新
东方泰安校区联合举办这种
推荐会，为广大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兴超)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六一儿童节，理财
产品市场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同比去
年产品数量、预期收益率均下滑不少，相
比五一、母亲节等节日也相去甚远。业内
人士分析，市场资金面没有像以往一样
紧张，想趁节日购入理财产品大发一笔
的时光难再现。

1日，市民宿女士盯着几家国有银行和
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信息，从5月31日开始等
了两天也没等到好产品。像宿女士一样青
睐节日期间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今年六一
节、端午节都有点失望。根据银率网数据
库统计，截至5月28日，全国共有8家银行发
行28款节日专属理财产品，其中仅两款为

“六一”专属理财产品，其余均为端午节专
属理财产品，但在泰城各银行，只有寥寥
四五款产品位列其中，其余产品所在银行
在泰城并无网点难以购买。

这28款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 . 27%，看似不低，而与之前五一节期间
5 . 4%到5 . 5%的产品收益率相比，已经下降
了0 . 2个百分点左右。预期年化收益率和产
品数量的下降，让不少投资者感受到了理
财市场近几个月来的明显变化，投资时的
选择也逐渐演变。市民张先生看过几款产
品后，第一感觉是“端午期间募集期长、收
益更低，不划算”，把资金放在银行现金宝
类产品，等着随后到来的年中理财“盛宴”。

业内人士分析，理财产品收益的去节
日化正越来越明显，今年六一节、端午节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主要是因为短期
内货币市场资金相对宽松，简单来说就是
市场“不差钱”，去年年底之前普遍超6%的
产品遍地都是的景象很难再现，理财产品
低门槛、高收益的情况也会逐步减少。中
国银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投资
者近期可关注中长期产品，保证较高收益
率。如果选择短期产品保证流动性，还得
注意募集期长短和门槛。

六一、端午理财收益不升反降
产品总数也下降，业内人士：市场资金“不差钱”

兴业银行泰安分行与济南新东方

举办游学夏令营推荐会

游学夏令营推荐会现场。

今今起起查查询询信信用用报报告告前前两两次次免免费费
超过2次每笔收费25元，线上查询仍免费也够用

有有的的AATTMM机机灯灯光光不不够够亮亮
夜夜间间取取款款不不方方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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