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前前大大额额提提现现多多银银行行捂捂紧紧““口口袋袋””
银行：已经提高现金库存，大额提现尽量预约

货币基金看涨
别让闲钱闲着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赵兴超 ) 去年年底货币基金的
大好形势，让许多投资者赚到了
钱，今年马上又到年底，货币基金
市场也被看好。业内人士建议，现
在就可以着手处置年底阶段的闲
钱，货币基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投资通道。

“去年年底的货币基金涨得
不错，今年可以未雨绸缪了。”7
日，投资者张先生通过网上银行，
重新投入了几只货币基金，将闲
置的资金都投了进去。对于张先
生的投资方式，某国有银行理财
师王女士表示有一定可取性但也
要因人而已，“受到降息和市场资
金面宽松等多种因素影响，年底
货币基金的上涨程度不好预测，
不过考虑到一些因素，货币基金
还是部分投资者最好的选择。”

理财师分析，眼下火热的股
市，在国内期间是休市无收益的，
浪费这么久资金，倒不如选择好
的货币基金，先度过春节那段时
间。一般来说，一个月以内的闲置
资金，都可以选择货币基金投入，
网银就能买卖，而且是即时申购
和赎回，不影响资金正常使用。对
普通投资者来说，年底奖金等导
致闲钱较多，一时间又找不到更
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货币基金就
可以满足这部分需要。

“虽然现在银行还没显示出
严重缺钱迹象，但年底资金紧张
的情况仍旧会部分出现，货币基
金的主要投向就是银行协议存款
等短期货币工具，肯定会提高收
益的。”某银行资深业内人士表
示，未来一到两个月，求稳及一定
收益的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货币
基金。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赵兴超) 临近年底，市民使

用现金量增加，各银行网点库
存现金吃紧，一些网点提高库
存仍不太够用。一市民取现时
被拒，当场与银行工作人员吵
了起来。目前，泰城各银行大多
要求大额取现提前预约，提醒
市民尽量早点打电话预约。

“我存取的时候怎么没说
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现在取钱
了又不给取够，这还是我的钱
吗？”5日，在泰城一家银行网点

内，市民张先生取款时和工作
人员吵了起来。原来，张先生是
一个工地的包工头，临近年底
要给工人结清一年的工资，准
备取15万现金，但银行工作人
员告知数额太大不能取。张先
生看着柜台内现金还有很多，
认为银行故意刁难。张先生说，
他也是急着用钱，“钱是我的，
凭什么不给取？”

7日，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
支行网点处了解到，年底像张
先生一样急着取现金的客户集

中增加，给银行库存现金带来
很大压力。“其实我们也想满足
每一个客户要求，但行里每天
的库存就是三百万，取多了还
得周转，而且直接挂钩考核，不
敢给啊。”某银行网点经理说，
这一情况各网点大多类似，因
为大额取现而和客户产生的纠
纷，近期来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该经理还说，网点内库存现金
和ATM机内的现金都算在一
起，有时候ATM机取的多了，
柜台就更紧张。

目前，各银行网点为缓解
这类问题也都推出了大额预约
取现，但在较大的现金需求和
相对较小的现金库存面前，预
约取款有时也不一定能约上。
某国有银行营业室工作人员
说，这几天他们已经申请又提
高了50万现金库存，但几乎前
一天上午客户就已经预约满了
第二天的大额取现。银行工作
人员建议，市民如果需要大额
取现，尽可能早一些电话预约，
别耽误了时间。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赵兴超) 随着天气转凉，银

行网点内的铁质座椅也变得
难以坐下，许多老年市民宁可
站着也不敢坐。有银行网点发
现这一问题，及时为铁椅“穿”
上座套。市民希望能有更多银
行采用这种人性化服务。

6日，在东岳大街一处银
行网点，大堂经理劝正在办业
务的刘女士坐到长椅上等候
叫号，刘女士笑了笑没坐。大
堂经理又说了一遍，刘女士才
笑着说“你们的长椅太凉了，
不敢坐啊，我还是站着等吧。”

近日，记者走访了泰城一
些银行网点发现，网点长椅大

多为铁质，虽然网点内暖气开
放，但长椅仍旧冰凉，坐上去
还是有些清冷的感觉。市民张
女士说，这个季节到银行办业
务，一般都站着等，“年龄大了
更不能坐这么凉的，银行要是
能给换换或者添加点垫子就
好了。”正在办理业务的鲁先
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冬天
更换成木制的椅子，市民等候
的时候坐着也能耐住性子。

“大冷天的坐冷板凳，让
谁也觉得不得劲。”在一处银
行网点，来办业务的刘先生直
接对大堂经理提出了意见。刘
先生直言，从这一点细节上他
就感觉银行没重视他这样的

普通客户，VIP中心都是软沙
发，给铁椅子加点保暖没那么
难。

有市民则发现了一些银
行针对该问题采取的人性化
措施，如一位名叫“飞燕”的网
友就发现，位于岱道庵路上的
泰安市商业银行网点内，工作
人员就给长椅穿上了一层布
制的座套，不论是坐着还是靠
着，市民都不会和冰凉的铁质
长椅“亲密接触”了。市民陈先
生对银行的这种服务伸出大
拇指，“这些服务和银行本身
的业务没关系，但是确实是给
咱老百姓考虑了，值得推广。”

铁铁椅椅子子冰冰凉凉 宁宁可可站站着着等等不不愿愿坐坐
有银行网点已为铁椅“穿衣”

近日，银监会向部分银行
下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除了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任何机构
或个人均不得代理销售银行理
财产品，不得非法集合客户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这意味
着，此前“钱先生”等网站推出
的银行理财“1元团购”，类似产
品首次被监管层明确指出违
规。

与此同时，参照公募基金的
风险准备金制度，银行理财版的

风险准备金制度也将正式推出。
按照《征求意见稿》要求，风险准
备金余额要达到理财产品余额
的1%。随着银行理财规模的快
速增长，以及“刚性兑付”等问题
的客观存在，关于建立风险准备
金制度的呼声渐起。

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明
确提出了银行理财业务的风险
准备金计提制度，指出“商业银
行应当每月从理财产品管理费
收入中计提风险准备金”，并指
出该计提方式是参照《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准备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风生

水起”，钱先生、多盈金融等平
台纷纷推出1元钱“团购”银行
理财，同时，此前某股份行亦尝
试通过京东金融销售银行理
财。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指出，
这类做法无法保证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原则，即将适合的产品
销售给对应风险等级的投资
者。虽然突破了银行理财“5万
元门槛”和“面签”两条红线，各
家银行也纷纷发表声明称“未
授权销售”，但是一直没有明确

规定禁止此类行为。这类销售
行为将迎来“紧箍咒”。

《征求意见稿》第55条指
出，除营销宣传外，商业银行不
得在本行官方网站或客户端以
外的互联网网站或电子终端开
设本行理财产品相关网络链
接，不得开展产品销售、风险评
估、申购赎回等各类实质性业
务活动；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
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代理销
售银行理财产品，不得非法集
合客户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银银行行理理财财销销售售有有新新规规范范
非非银银行行代代销销即即违违规规

理财有话说

网友为银行人性化服务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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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题：梦泰山，让原浆
和美食有个约会吧!

活动日期：2014年12月10日
至2015年2月31日

活动内容：持兴业银行卡
刷卡消费，每满100元返50元代
金卷。(代金卷可累计使用，限
定消费类别为菜金、酒水)

生肖园地址：泰山区东开
发区华益路北首泰山啤酒工业
园。

电话：0538-6059188转8300
啤酒城地址：泰山区龙潭

路201号梦泰山啤酒城(原老啤
酒厂)

电话：4000166123
吃友主题：“爱上兴业周年

庆，暗恋美食享5折”
活动时间：2014年11月24日

起至2015年2月23日
活动对象：卡片状态正常的

兴业银行信用卡客户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泰安
地区兴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每
逢周二、周四、周六到指定餐厅

内刷兴业银行信用卡消费可享
受单笔消费原单菜金196元以
内半价优惠，超出196元的部分
不享受优惠，每个活动日各参
与活动门店优惠名额限量，先
到先得，享完即止。

参与商户：
1 .丽景新天地(活动当天限

30名)
地址：泰山区迎胜路122号

电话：0538-8079999
2 .德庄火锅(活动当天限10

名)
地址：泰山区科山路23-3

号 电话：0538-8196777
3 .唯客哆咖啡(活动当天限

10名)
地址：泰山区东岳大街138

号 电话：0538-6711775

4 .来往餐厅(活动当天限10
名)

地址：泰山区岱宗大街264
号 电话：0538-6279888

看友主题：“无限星空璀璨,

万众瞩目尽在圣大影城”
活动日期：2014年11月13日

至2015年11月13日
活动内容：持兴业银行银行

卡可享受15元/位购票，周末也
可享受！(法定节假日、限价片、
巨幕厅需另付10元/位)

圣大影城市政店：泰山区市
政广场金座北门 电话：0538-
8665555

圣大影城肥城店：肥城市新
城路40号 电话：0538-3219555

兴业银行泰安分行活动咨
询热线：0538-8676882、8676885

“兴业与您共欢庆”-2014年兴业银行泰安分行跨年巨献！
兴业银行泰安分行为答谢泰城持卡客户，隆重推出跨年巨献！这里有着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让您周周享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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