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银银行行理理财财产产品品先先录录音音风风险险提提示示
银行：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避免将来因产品收益起纠纷

3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
京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全国正
式发布了互联网金融品牌“ e -
ICBC”和一批主要产品，成为国
内第一家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的
商业银行，这也标志着中国最大
的商业银行已经全面加快互联网
金融战略的实施。

工商银行此次发布的“ e -
ICBC”互联网金融品牌主要包括
“融e购”电商平台、“融e联”即时
通讯平台和“融e行”直销银行平
台三大平台，支付、融资和投资理
财三大产品线上的“工银e支付”

“逸贷”“网贷通”“工银e投资”“工
银e缴费”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产
品，以及“支付+融资”、“线上+线
下”和“渠道+实时”等多场景应
用。

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发
布会上表示，随着国家促进互联
网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相
关政策和监管法规框架的日臻完
善，互联网金融发展将更加规范
健康，成为我国经济最具增长潜
力和活力的重要领域。面向未来，
工商银行将在已经搭建的互联网

金融基础架构之上，积极把握前
沿信息科技发展成果，更加敏于
客户体验、长于创新研发，积极打
造一个以平台战略为牵引、以智
能金融服务为重点、以线上线下
交互为特色、以大数据全面应用
为支撑的金融服务新模式。同时，
工商银行还愿意利用自身技术和
平台，帮助广大企业实现“互联网
+”，与各类企业平台实现互联互
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具效率、
更富价值的金融服务；愿意与各
方携手共同打造健康良性、包容
开放、生机蓬勃的互联网金融生
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需求。

姜建清董事长还表示，互联
网金融不管融合了多少互联网技
术的特征，其创新发展仍离不开
金融的基本功能和属性，互联网
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工商银
行拥有先进的IT基础设施和历经
15年打造的电子银行服务运营体
系，拥有全球最大银行庞大的客
户基础、广泛的业务范围、丰富的
风险管理经验以及雄厚的资本与

资金实力，这些都是发展互联网
金融的巨大优势。线上与线下，如
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者都不可
或缺，工商银行将把强大的落地
服务与高效的线上服务完美结
合，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创造更大的价值。

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在发
布上介绍了“融e购”电商平台、

“融e联”即时通讯平台、“融e行”
直销银行平台、“工银 e支付”、

“逸贷”、“工银e投资”、“工银e缴
费”和“线上POS”等八大系列的
工商银行互联网金融产品。据介
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商银
行的e-ICBC战略已经取得良好
开局，形成了规模效应和爆发式
增长。其中，定位于“名商名品名
店”的“融e购”电商平台，对外营
业 1 4个月时间，注册用户已达
1 6 0 0万人，累计交易金额突破
1000亿元，交易量进入国内十大
电商之列。具有小额、快捷特点
的新型支付产品“工银e支付”，
经过一年拓展，账户数超过5000
万户，交易额650亿元，并发交易
处理能力达到每秒1120万笔。基

于客户线上线下直接消费的信
用 贷 款 产 品“ 逸 贷 ”余 额 超 过
1700亿元，去年累放2300亿元，
与全国P2P网贷成交额之和基本
相当。契合小微企业“短频急”融
资需求的互联网贷款产品“网贷
通”，已累计向6 . 9万客户发放贷
款1 . 6万亿元，余额近2500亿元，
是目前国内单体金额最大的网
络融资产品。用于贵金属、原油
等投资交易的“工银e投资”平台
客户超过15万户，是目前国内银
行业唯一面向个人投资者的产
品交易平台。针对年轻客户群体
推出了“大学生e服务”，针对商
旅客户打造了“商友俱乐部”平
台，契合不同客户群体需求的差
异化服务得到较快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全面启
动互联网金融战略不仅对工商
银行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而且对于整个互联网金融
业态来说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银行的互联
网金融选择的是一条互联网与
金融相互融合发展的路径，呈现
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

一，工商银行互联网金融具有突
出的信用特征。银行作为经营信
用的企业，信誉就是生命线，需
要一个长期积淀、悉心培育的过
程。工商银行推出的互联网金融
每一个平台、每一项产品，都将
信誉至上贯穿始终。即使在建设
跨界经营的“融 e购”电商平台
中，工商银行也本着讲求信誉的
原则。

第二，工商银行在大数据挖
掘应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
巨大潜力，依托商品流、资金流、
信息流“三流合一”打造的经营新
模式，工商银行专门服务小微企
业的“网贷通”、“小额商户逸贷”
等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第三，工商银行遍布境内境
外、联通线上线下的网络布局，为
客户带来现代化金融服务的新体
验。线下通过网点对合作商户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形成客户、商
户和银行互动开放的互联网生态
系统，既“为商户带来客户、为客
户带来实惠”，也将工商银行互联
网金融产品更深度地融入线下消
费场景中。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加加快快实实施施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战战略略
首发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 打造互联网金融品牌

本报泰安3月23日讯(记者
赵兴超) 近日来，泰城部分

银行再度加强理财产品风险确
认机制，市民购买理财产品签
字加上了录音录像环节。银行
表示，此举意在提高投资者风
险意识，避免因最终产品收益
而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怎么买理财还得录音啊，
以前都没这么做过。”21日，家
住仰圣街的李先生到一家国有
银行网点买理财产品，一切准
备妥当，准备被签字时发现理
财经理要录音。理财经理让李
先生仔细阅读了产品说明及风
险各个事项，念一遍关于风险
的提示时录音。理财经理告诉
李先生，她们这么做也是没办
法，“这是上级新加的一项要
求，咱都得照办，而且对您也没
损失，就当再学习一下风险提
示吧。”

23日，记者从泰城一些银
行网点内理财部门了解到，关
于风险提示问题，在理财产品
销售时都会告知客户，但近期
其他地方发生的理财、信托、基
金等投资收益纠纷，使得银行
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提醒。根
据理财产品等投资提醒，这些
投资方式都会注明“理财有风
险，投资需谨慎”等。“虽然客户
都会签字，但还得加上录音甚

至录像环节，双方都确认万无
一失，银行尽到了告知的责任，
客户也获得了知晓的权利。”一
家国有银行东岳大街支行网点
负责人表示。

城区一家银行泰山支行理
财经理介绍，目前理财产品中
非保本浮动收益占了相当一部
分比例，仍有客户认为理财产
品就该保本。在产品最终没能

达到预期最高收益时，个别客
户会到银行索要甚至发生争吵
等。加上录音和录像环节，会让
客户更加重视自己投资理财的
每一步，也能印证银行尽到相
应责任，提前降低了银行与客
户的潜在风险纠纷。对于市民
来说，投资理财更需要风险自
控，即使银行不提醒，自己也要
心中有数。

本报泰安3月23日讯(记者
赵兴超) 降息后，不被市民

看好的银行理财产品，近两周
来逐渐发力，城区多家银行新
发中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
破五。作为低风险、流动性强的
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成了市
民眼中的香饽饽。

“你们这里有没有固定收
益的理财产品，收益低一点也
行啊。”21日，家住林校操场附
近的卢女士，走进一处建设银
行网点，咨询理财产品。卢女士
说，她的存款大多放在定期存
款里，但现在的利率水平和趋
势，让她开始关注其他低风险
的理财方式。听人说有的银行
理财产品较为保险，收益固定
风险低，所以她才冲着这些理
财产品来。“风险高的就别给推
荐了。”卢女士一再强调，最终
工作人员给她推荐了一款短期
理财产品，卢女士满意而归。

“现在低风险保本或者固
定收益的产品卖得相对好一
些，主要是中老年人群购买。”

23日，中国银行泰山大街一处
网点理财师告诉记者，这部分
群体都是保守投资者，还有一
些年轻人也选择低风险的理
财。记者从城区一些银行网点
了解到，目前中短期产品三分
之二左右比例，100天以内产品
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大都在
5 . 1%以上，而且风险等级基本
都为中低等级。

根据普益财富最新研究数
据显示，3月7日到13日当周1到
3个月期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
产 品 平 均 预 期 收 益 率 为
5 . 14%，3到6个月期固定收益
类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5 . 07%，6到12个月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4 . 87%，1年以上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5 . 69%，明显
较同期定存利率高出不少。

城区一处农行网点大堂经
理说，未来固定收益理财产品
可能还会减少，为了把握好收
益更高浮动更大的结构类等类
型理财产品，投资者还需要加
强金融投资的知识学习。

中短期理财产品打头阵
预期收益率普遍破5

本报泰安3月23日讯(记者
赵兴超) 到境外旅游，借记

卡取现必不可少。选对一家低
手续费的银行卡，能省下不少
手续费。取现一万元，不同银行
手续费最高相差一百元。

春节期间，家住高新区的
黄女士一家到澳洲旅游了一
圈，回国后查询银行卡账户，有
几笔取现账目算不清。黄女士
说，出行时带了信用卡和借记
卡各一张，但很多地方只能用
现金，就用借记卡取了3次澳元
和美元。按照当时的外汇牌价，
黄女士算了算每一笔交易大概
都多支出了100元人民币左右。

“怎么计算都不对，还有哪里扣
费了吗？”黄女士通过银行客服
查询才得知，原来每笔交易多
出的100多元是取现手续费。

记者咨询泰城多家银行了解
到，不同银行对于境外取现的
手续费规定差别很大。有的银
行免每天前几笔境外取现手续
费，而多数银行都收取按每笔
取现金额计算的手续费，有的
设最低收费标准。如交通银行
按取现金额1%计算手续费，最
低每笔 1 5元，中国银行每笔
0 . 5%设最高封顶50元，有银行
则固定收费每笔12元或15元。

以每笔手续费1%加12元
而且上不封顶计算，取现1万元
的手续费为112元，与每笔固定
收费12元相比，多出了整整100
元。建设银行泰安分行工作人
员提醒持卡人，持银联普通借
记卡在境外取现，一定要到具
有银联标识的ATM机，卡内也
要留有足够等值人民币。

出游选对低手续费银行卡
境外取现一万手续费差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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