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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十十一一””信信用用卡卡还还款款后后遗遗症症来来袭袭
各行账单日设置不同 信用卡还款日能修改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 (记者
张召旭) “双十一”血拼，市民

小王也是“剁手”一族。“双十一”
结束了，小王的信用卡账单日也
恰巧在13日到了。小王顿感压力
山大，因为信用卡还款迫在眉睫。

“为何我的账单日是13日？别人有
的是7日？”小王不解。事实上，各
家银行对各人的账单日设置都有
所不同，有的银行还可以修改账
单日和到期还款日。

小王的信用卡账单日是每月
的13日，这个月正好赶上一年一
度的疯狂血拼日“双十一”，小王
用信用卡一下子秒了2000多元的
东西，加上之前刷掉的1000多元，
这个月她要还款近4000元。面对
信用卡还款，小王感慨压力山大，
为何银行偏偏给她设置了13日作
为账单日，为什么不是11日之前
的某一天。

对此记者采访了多家信用卡
中心，有趣的是，各家银行的设置
方式各有不同。例如，交行的信用
卡记账日是信用卡寄出日。比如，

信用卡审批成功后，从银行寄出
给持卡人的时间是5日，那每月5
日就自动设置为记账日。这个日
期持卡人可以更改，不过，一张卡
只有一次更改机会，当月修改，下
个月开始生效。又如建行，在信用
卡申请之初，有多个日期供持卡
人选择，包括2号、3号、5号、7号、9
号、10号……一个月有十几个日
期可以选。持卡人每年有一次修
改账单日的机会，到期还款日是
账单日往后20天，自然也就随之
修改了。工行信用卡账单日固定
为每个月的月底，即30或31日，是
不可以更改的。还款日也是固定
的，为次月的25日。

此外，不少市民有多张信用
卡，一般都很头疼还款日期。由于
每一家信用卡的还款日都不一
样，比如张先生的中行卡每月7日
还，工行的卡每月25日还，华夏的
卡27日还……那么多日期很难记
住。

有的人根据每月银行寄来的
账单及时还款，但万一账单没有

寄到怎么办？这时候，靠人不如靠
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人就会
把所有日期都记录到一张表格
里。一劳永逸的办法则是少办卡，
普通人办两到三张信用卡就好，
不然管理起来很麻烦。

现在，除了网银、手机银行、
自助设备(CRS/ATM)现金/转账
还款、银联跨行还款、本行自动转
账等传统的信用卡还款方式外，
还有财付通、支付宝、快钱等第三
方网站，以及拉卡拉等自助终端
还款等新型的还款方式，其中绝
大部分是免手续费的。此外，有的
银行目前还推出了微信银行，持
卡人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为信用卡
还款，即时到账，跨行也不收取任
何费用，十分给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第三方还
款通道都可以做到即时到账，根
据是否跨行、当时网络情况或银
行处理速度，有时还款会有一到
两天的延时。所以，建议尽量不要
选择在还款日当天还款，提前2到
3天会更保险。

“温情满中行 播洒正能量”

“中行服务真是好，等到了
期，我把其他行的钱都转过来。我
还要让孩子们把钱都转到中行”
一位70余岁的老大爷激动的说
到。11月4日下午，聊城中行茌平
支行营业部，理财经理王红伟正
搀扶着一位70余岁的老大爷缓步
从二楼理财室走下楼梯。

老大爷其实算是该行的老客
户了，资产一直保持在10万元左
右，以定期存款为主，此次前来营
业部是因为接收到了理财经理发
送的贵宾客户专属理财产品推荐
短信后，特意前来做详细咨询。在
理财经理为老大爷详细介绍了该
款理财产品后，老大爷非常认同，
立即表现出很强的购买意向，但
详细交谈后才得知，老大爷的其
它存款都在茌平县农村信用社，
虽然已预约提款，但由于子女都
在外地工作，办理跨行转账和大
额提现都非常不方便。理财经理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当即向营业

部主任任玲进行了汇报并请示是
否由我行提供协助。任主任当场
决定由理财经理协助，并亲自陪
同老大爷前往农信社提取款项。
半个小时后，老大爷提着20万元
的包从信用社大厅出来时，行里
的车以及任主任已在门口等候，
对老大也亲自接送，不仅提供了
行程上的便利，更保证了老大爷
手中款项的安全。

20万元虽然对于一个银行来
说微乎其微，但茌平中行的善举
值得点赞。每一位客户都是上帝，
向客户提供优质、快捷、高效、文
明的服务不仅已深深烙印在每位
一线员工的心中，更时时表现在
每位员工的日常工作中。“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五个最
好，打造当地最具竞争力银行”，

“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在茌平中行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真正落实在了行动中。

(商萌萌 王红伟)

扬善于他人危难之中，淡然于千恩万谢之后

近日，聊城中行收到一封洋
洋洒洒1000多字、热情洋溢的感谢
信，来信人为东阿某企业财务人
员孙女士。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4年10月25日早7点多，孙女
士自驾车从济南回东阿开会，在
济聊高速聊城界以东十几公里
处，汽车因轮胎寿命问题出现故
障。面对这种突发状况，虽然车上
有备用轮胎和工具，她却不知如
何使用。无奈之下她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在路边向过路司机招手求
助，可是大车小车过了一辆又一
辆，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时间已
过去了20分钟，正当孙女士开始绝
望之时，一辆轿车减速之后，在紧
急停车带停了下来，司机问明情
况后，二话没说将车停在路边就
帮孙女士更换起轮胎，因为技术
娴熟不到十分钟就换好了，还把
维修工具装好、把换下来的坏轮
胎装上车。当孙女士发现竟然忘
记问好心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赶紧追上去时，司机却摆摆手说：
“这点小事算什么，慢走啊！”开车
就走了。孙女士认为这位司机年
龄不超过30岁，穿着很讲究，一看
就是个很爱干净的人，可是因为
修车衣服都脏了，同时也不知道
会不会因为帮忙影响他上班，越
想越过意不去，无奈赶紧用手机
拍下了车号。后经多方打听，终于
查到好心人是聊城中行营业部的
季晓伟同志。

孙女士的无限感激和感动之
情溢于言表，再三地表示是季晓
伟同志无私的援助让她在危难之
处看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
还是好人多。她确信季晓伟作为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目前国内
信任危机的大环境下，在高速公
路上还能毫不犹豫地帮助别人说
明他是一个日常也乐于帮助别
人、不顾个人得失的好心人。她已
将助人为乐的事迹在朋友圈进行
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向他学习，学

习他的助人为乐，学习他的不顾
个人得失，也真心希望将来我们
的周围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像季晓
伟这样的好心人。
孙女士一再强调千言万语也表达
不出她的谢意，能做的仅是让更
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还代表全
家人向季晓伟的热心帮助表示衷
心的感谢。孙女士认为我行员工
素质非常高，在感谢季晓伟本人
的同时，再三地感谢行领导培养
出这么优秀的员工。
这封感谢信让得知此事的人无不
为之感动，但当向季晓伟求证此
事时，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谁都
会有难处，当时看到有人在路边
那么孤立无助，我当然要去帮
忙！”与孙女士千恩万谢、激情澎
湃的感谢信相比，季晓伟的话语
实在是过于普通了，但他却用实
际行动实实在在地诠释了当代青
年的精神风貌和骄人风采，可敬
可叹！

莘县俎店支行三跨越打造“阳光信贷工程
一服务功能的跨越：按

信贷权限、信贷种类、审批
程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该行提出建设小微客
户的专家银行、便民银行，
打造现代零售银行实现服
务方式、服务内容。

二是综合素质跨越：对
本单位行业作风、文明服

务、自律维权情况定期进行
检查，确保阳光信贷工程顺
利实施。核心是变“贷款户
建档”为“广覆盖建档”、变

“信息零散采集”为“全面采
集”、变“纸质档案”为“纸
质、电子并行”、变“信贷服
务”为“全方位服务”。

三是阳光操作跨越：在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本着
“诚实守信、公开透明、”的
原 则 ，实行“ 二 公 开 一 优
先”。公开所经营贷款的种
类期限和利率，并向贷款人
提供咨询服务；公开贷款审
查的资信内容和发放的条
件及程序。

(王瑞发)

临清市联社尚店分社多措施提升服务力

莘县农商银行河店支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莘县农商银行河店支

行始终坚持以“银企合作、
共同成长”为经营理念，加
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扶持
力度，为区域经济繁荣做出
积极贡献。

通过开办和完善农户
联保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特色种养殖业贷款等，

做实支农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行特色服务，积极助推农
业产业化发展。突出特色服
务，不断丰富创新内涵。此
外，创新贷款方式，满足种
养大户需求。针对当前现
状，大批有专业技术、拥有
专业种、养殖的农民急需资
金，而又提供不出符合要求

的抵押物这一情况，采取资
产抵押、信用、联保相结合
的方式，坚持“农户自愿，信
用社引导，大户牵头，村委
协调”的原则，结合辖区内
产业发展优势，支持辖区农
户发展蔬菜种植、轴承等各
种工业生产。

(马丽杰)

临清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尚店分社诺践“争创
一流银行业金融机构”，狠
抓员工素质提升工作，提
升整体服务水平。

尚店分社每位员工按
照有关规定，注意自己一
言一行，真正做到接待客
户“有礼、有节、有度”；处

理 业 务“ 规 范 、快 速 、准
确”；服务环境“清新、整
洁、舒适”。优化营业环境，
统一配备的灭蝇灯、雨伞、
抽纸盒、老花镜、签字笔、
饮水机、报纸杂志等;空调
温度凉爽舒适，灯管进行
了换修;增添了绿色植物。
营业厅内时刻保持规范整

洁，达到“窗明、地净、物
齐、人美”的标准。从服务
礼仪、服务规范、服务流
程、现场管理、营销服务、
投诉处理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化培训与现场辅导，让
顾客感到和谐、友爱、温
馨，形成良好的经营氛围。

(杨云成 郑彤彤)

工银瑞信两基金双十一零申购费获追捧

双十一期间不只能购
物，绩优基金也获得投资
者热捧。工银瑞信旗下两
只股票基金双十一期间在
淘宝店上实施零申购费优
惠，淘宝网的网页数据显

示，截止12日下午5时，有
169万人次申购了工银瑞
信信息产业基金，该基金
成为双十一以来淘宝“聚
划算”平台上人气最旺的
基金。

Wind数据显示，工银
瑞信旗下基金今年以来业
绩普遍优秀，截至 11月 6
日，旗下有8只基金回报超
过20%，36只基金回报超过
10%(A、B类分开统计)。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记者
张召旭) 明年起，银行将停止

发放磁条银行卡，办理新卡时将
换成更为安全、快捷的 IC芯片
卡。这一趋势已引发了不少收藏
爱好者的关注，目前，对于一些
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银行卡，根据
卡种、版本等的不同，网上价格
最高炒至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在一些网上交易平台，记者
发现，如今，各类银行卡正在以
不同价格热拍，其中有的银行卡

标价上万元，同时，也有价格仅
为0.5元的普通银行卡。

据了解，一些存世量少的银
行卡，叫价往往较高，比如早期
发行的不带银联标志的银行卡，
因使用范围小、发行量少、寿命
短暂而受捧。另外，一些有纪念
意义的报废卡，在收藏市场上的
价格都相对较高。例如，一张1995
年的“建行广东省分行全省计算
机大联网”纪念卡，最高出价达
16444元。此外，为了吸引客户，银

行此前曾在卡面设计上下足功
夫，比如一套“中国银行2008年奥
运京印卡”，叫价达到1000元。

而在热拍的银行卡中，有一
张工商银行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发行的海南岛分行金融卡，起拍
价格仅为20元，但经过401次叫
拍，这张据称已消磁作废仅供收
藏的银行卡，最高出价达到了
8860元。另外，还有一张同年代的
建行青岛铁路分局青岛站“青铁
龙卡”，经过593次叫拍，目前最

高出价为3713元。
一位邮币卡商户告诉记者，

“一般来说，早前发行的并且发
行量少的储蓄卡收购价会高一
些，普通储蓄卡每张也才一两
元；已经停止发行的生肖卡价格
会稍高些，一张收购价约为100
元左右，但价值几千上万元高价
的银行卡几乎只停留在传言中，
基本是有价无市。”上述商户透
露。

对于闲置卡的交易，业内人

士提醒，这一行为其实是有很多
安全隐患的，即使是“退休”的磁
条卡，仍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果持卡人
的银行卡被不法分子用来违法
犯罪，持卡人很有可能会因此受
到犯罪行为的牵连。而持卡人出
售闲置银行卡，自己名下关联的
其他账户也有被盗用的风险。所
以，废旧磁条卡如果没有销户或
者消磁的话，千万不要交到或卖
到别人手中。

退退休休磁磁条条卡卡届届时时或或值值上上万万元元
闲置卡交易存有隐患市民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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