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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区区号号””银银行行客客服服电电话话全全是是假假的的
要么钓卡号密码，要么骗人上“钓鱼”网站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 带着区号的银
行官方客服电话，来电或短信
通知市民账号有问题，这样的
情况对于一些市民来说头一次
遇到，很容易误以为是银行官
方行为。记者从银行了解到，
这类电话都是骗子伪装，只要
加上区号的银行官方来电或短
信，都是骗术。

前几天，家在岱岳区的梁
先 生 接 到 一 条 短 信 ，号 码 为

010-95588，内容为“您的信用
卡有异常透支，请登录银行官
方网站查询”，并且附上了一
条 网 址 。梁 先 生 当 时 没 当 回
事，而下午就接到了号码一致
的来电，对方告知他信用卡可
能有问题，需要马上处理，否
则就有被扣款危险。梁先生一
开始很紧张，但随着对方南方
口 音 的 显 露 ，他 觉 得 不 太 对
劲，“银行总部的工作人员怎
么说一口这么差劲的普通话，

不合规范吧？”
随后，对方和梁先生索要

信用卡号，梁先生说了出来。
对方又要卡片背面三位数字、
信用卡有效期，被梁先生断然
拒绝。“下一步估计就得要我
的其他信息了，不能再透露。”
提高了警惕的梁先生马上挂断
电话，到一处银行网点咨询后
被告知，这就是一种骗术。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
这类骗术在年底时会常常集中

出现，冒充过多家银行，都是
用技术手段伪装来电、短信号
码为银行官方客服或为0 1 0、
0 2 1加官方电话，以此蒙蔽市
民。骗子套取个人信息的理由
多为信用卡提额、信用卡刷卡
异常等，一旦市民上当，个人
账户将面临被盗刷风险。短信
当中的木马链接，也会盗取个
人账户信息或资金。银行提醒
市 民 ，遇 到 这 种 加 区 号 的 电
话、短信，一定不要相信。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记
者 赵兴超 ) 申请信用卡
后，如何答复回访电话，往往
被申请人忽略。22日，张女士
就因为答错了两条信息，被拒
绝了信用卡申请。而答错的原
因，只是记错了公司固定电话
和单位地址。

22日，正在等待银行批
准信用卡申请的张女士，接
到了银行信用卡客服人员的
回访电话。在电话中，客服人
员和张女士询问、核对了之
前她填写的申请信息。大部
分信息张女士都能对答如
流，而客服人员问到公司固
定电话和公司地址时，张女
士一时想不起来，答了两次
都没答对。“我们公司刚搬
家，新地址我记不住门牌号，
固定电话也换了还没打过。”
张女士和客服人员解释，客
服人员没有说什么，问完所有
问题后让她等通知。随后，张
女士收到银行发来的通知，告
知她的申请没有通过。

记者从泰城部分银行信
用卡部门了解到，申请信用卡
特别是网络申请的情况，在初
审了申请人提供资料、个人征
信记录等材料后，还需要比较
严格的电话回访。张女士答错
了公司电话和地址，很可能是
她被拒的原因。对于申请人来
说，电话回访的内容基本为其
申请表中所填内容，个别情况
下答错也是可能的，这就需要
申请人提前做好功课。

申请人可以多个心眼，在
交上信用卡申请表前，把所填
内容做个备份，写下或拍下
来。答复电话回访时，就可以
一字不差全都答对。申请表上
所留的所有电话，都应该尽可
能保持畅通。个人、家人电话
比较容易做到，公司、单位电
话应该和值守人员提前打好
招呼。如果回访时几次都没打
通，也会影响最终核发信用
卡。同时，所有信息都应该如
实填写和回答，一旦发现隐瞒
或作假，会被立即取消资格。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 (记者
赵兴超) 临近年底，市场资金

暗流的涌动，也体现在了普通市
民手中的理财方式上。其中，余额
宝等互联网金融收益率连续多日
上涨，让一些市民有些冲动。银行
理财专家表示，切忌一股脑投入
到互联网金融，理财资金最好分
散投资。

“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
率快到5%了，半年多都没见这
么高的收益，得赶紧投。”28日，
泰城一家公司的白领李女士，
看到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的收
益率上涨，赶紧把刚发的4000
元工资全都存了进去，看着收
益率不断攀升的曲线，感觉不
错。李女士说，今年上半年钱基
本都在余额宝里，但下半年一
直收益不景气，就放进了存款、
短期理财产品，现在收益回升
让她又找到了投入的动力。

2 9日，余额宝七日年化收

益率已经持续12天上涨，从4%
涨到了4 . 85%，像李女士一样，
许多普通市民都受到收益率的
诱惑，把闲置资金转入余额宝
等互联网宝宝产品中。

而在银行业内人士看来，这
只不过是年底理财市场水涨船高
的一个表现。因为在去年此时，余
额宝等互联网宝宝收益普遍超过
6%，今年刚到5%的水平，实际上
差了很多。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注
重流动性、便捷性的资金，可以投
入到各类宝宝中一部分，但仅看
重有限的上涨收益率就把全部身
家都投进去，反而得不偿失。且不
说七日年化收益率要低于实际年
化收益率不少，资金从其他理财
途径转出再转入宝宝产品所耽搁
的时间，也在无形之中摊薄了投
资者整体收益。理财专家表示，就
目前情况来看，年后宝类产品收
益率保持上涨势头的可能性不
大。

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收收益益率率连连日日上上涨涨
理财师提醒别一股脑投进去

申报信用卡

留心回访“关”

近日，泰安市农村信
用社在服务辖区内设立
展台集中开展金融网络
安全宣传日主题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共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
明”为主题。在活动现场，
该社工作人员向广大客
户介绍了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电话银行、ATM等
电子银行安全知识，帮助
金融消费者了解金融网
络安全风险，提升其网络
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护技
能。同时，通过发放金融
网络安全宣传手册，面对
面答疑等方式，提高了广
大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网

络安全的关注与认知。
此外，该社利用点多

面广的网点优势，通过在
每个营业网点利用L ED
屏滚动播放宣传口号，利
用营业室电视媒体循环
播放金融网络安全公益
短片，走村入户发放金融
网络安全宣传手册等形
式，广泛宣传首届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及金
融网络安全知识，营造了
浓厚的氛围，掀起了学习
金融网络安全知识，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热潮，受
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
评。

户安乐 杜兆东

泰安市农村信用社积极开展

金融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泰安市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向客户介绍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警方提醒收藏爱好者———

藏藏品品低低价价卖卖高高价价收收？？骗骗钱钱老老把把戏戏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记者

赵兴超) 收藏品作为投资高
风险高回报项目之一，已经逐渐
进入普通市民中。而近期，有一
些违法犯罪分子假冒收藏品公
司员工，以低价销售高价回收为
诱饵，忽悠市民上当，公安部门
发布提示，揭露了这些骗局。

12月初，家在擂鼓石大街
的陈先生，接到一家上海的收
藏公司来电称，有一套绝版的
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正在征
集“有缘人”。恰好陈先生就是

1955年生人，该公司可以以市
场 价 2 折 的 价 格 与 陈 先 生 结
缘，只要8600元。而且对方承
诺，该公司主要经营回收藏品
业务，等一年以后陈先生想出
手时，可以按照市场价回收，
涨到多少就按多少回收。“幸
亏手头的钱都存了定期，不然
我真心动了。”陈先生说。

陈先生事后和家人说起，家
人都捏了把冷汗。像陈先生遇到
的所谓收藏公司，实际上大多是
骗子公司。22日，泰安市公安局

发布专门针对不法分子假借高
价回收收藏品为由行骗的警方
提示，剖析了作案手段，犯罪嫌
疑人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单位或收藏品回收办公室工作
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受害人，以
出售珍贵文物、纪念币、银元、绝
版邮票等收藏品为名，并承诺货
到付款，取得受害人信任后，诈
骗钱财。

公安部门提醒市民，受骗
案例中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小
惠套取大利。先以较低价格出

售普通纪念钞一类的藏品，获
取收藏者信任后再推销其它价
值高昂的收藏币、假贵金属纪
念币等，并仿造收藏证书。二
是承诺定期高价回购，与购买
者签订合同，承诺销售的藏品
几年后高价回购，但临近回购
期时，该公司消失。三是以鉴
定收藏品为诱饵，套取收藏者
联络信息。部分收藏者往往因
泄露个人信息陷入更大的诈骗
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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