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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急需办贷款，轻信网站开通网银又告诉账号

刚刚存存入入五五万万保保证证金金就就被被转转走走
本报泰安4月27日讯(记者 赵

兴超) 市民张先生急需办理贷款，
通过网上办理，却被转走自己卡内
的5万元。警方表示，对方已骗走张
先生个人信息，利用的就是张先生
急需贷款的心理。

4月初，市民张先生生意资金
周转不开，一天上网时，偶然点击
到一则信贷广告。广告链接了一家
网站，进入网站后，被提示填写个
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电话号
码、住址等。填写后，网站提供了专
人客服联系张先生。客服用QQ号
联系，告诉张先生公司提供的贷款
不需要抵押，一到两天就能放款。

张先生说，他听到不用抵押、
及时放款感觉终于找到解决生意
难题的路子。客服又告诉他，只需
要办理一张济南某商业银行的借
记卡，然后开通网上银行，再向卡
里存入一笔保证金，最好不低于5
万元。客服解释说，去济南办理银
行卡是考验客户的真诚度，存入保
证金也是办理贷款必须的步骤，而
且这笔钱是放在张先生账户内，谁
也不可能动用。

“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我就
去济南办了，把卡号告诉了客服。”
张先生说，等他办完回家后，再通
过QQ和客服联系时，客服人员显

示下线，而且不再回话。张先生觉
得不对劲报了警，查询银行账户信
息后，他才发现卡里的钱已经全部
被转走，转移途径是网上银行。

警方分析，张先生输入网站的
信息被不法分子盗取，可能复制了
手机卡等，开通的网银也被对方窃
取信息。待张先生存入资金并开通
网银后，不法分子就利用已掌握信
息盗取账户资金。警方提醒市民，
这类骗局都是利用市民急需贷款
的心理，让市民把钱存入指定账户
并且开通网银。虽然钱在市民账
户、卡在市民手中，但不法分子已
经能够转走钱财。

本报泰安4月27日讯(记者 赵
兴超 ) 一家商户老板为了省事，
没有让市民在刷卡小票签字，几天
后接到银行调查，要求提供签字小
票。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为了省事
不让顾客签字，实际上给商户和持
卡人都留下了麻烦。

4月18日，在光彩大市场做生
意的刘女士，忽然接到一家银行信
用卡部门的电话，要求她提供上个
月一单生意的刷卡小票，刘女士找
到小票拍照传给银行后，银行告知
她可能还要再联系她。原来，3月底
刘女士店里很忙，一连来了四五个
客户选购。刘女士的丈夫外出送
货，只有她一个人忙活。一对夫妻
模样的顾客，挑选了4000多块钱的
东西，让刘女士拿POS机刷卡。刘

女士拿出POS机成功刷卡，打出两
张小票后，对方拿着第二张转身就
走。“我也想着让他们在第一张上
签字，可当时人太多了，我寻思不
签字就不签字，别耽误了其他生
意。”刘女士说，忙起来以后她就把
这件事忘了。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刘女士，刷
卡的人可能不是持卡人本人，现在
持卡人要求调查上个月的刷卡消
费，就必须让刘女士拿出小票。如
果不是持卡人本人消费，这笔消费
可能就不会被认可。“要是早知道
会有这种事，说什么也得让他们签
字啊。”刘女士后悔不迭。

记者走访了一些商户发现，一
般大型商超、店铺，都会主动要求
顾客签字，而中小商户有的则不这

么规范，特别是小店铺。汽车站附
近一处商店老板说，经常有顾客刷
卡不签字，他也不好意思每次都强
制签字，“也就几十块钱，谁还不是
用自己的卡啊。”

“有个别小商户在刷卡方面操
作不规范，觉得钱不多小票没必要
签字，这种行为相当于给自己埋下
了炸弹。”泰城东岳大街一处建设
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说，一旦出现信
用卡被盗刷等问题，商户也会牵连
其中。如果涉及盗刷、复制等违法
问题，可能最终责任不会落到商户
头上，但商户在处理过程中也需要
惹上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银行业
内人士提醒市民，按照正规流程刷
卡，小票签字一定不能省。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来临之际，为丰富员工业
余文化生活，倡导积极、阳
光、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力
塑造和谐企业文化，4月25
日，工行泰安分行组织开
展“拥抱春天 相约彩石
溪”徒步走健身活动。泰安
分行刘洪波行长、周成芳
资深经理及机关员工近
200人参加活动。

此次主题健身活动，
分行工会制定了详细的活
动方案，并充分考虑活动
的每个细节，对各项组织
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并
得到了员工积极响应，参
与人数达到190余人。

四月的彩石溪，春风
拂新绿，美景如画卷。沿途
步游路，曲径通幽，乱石铺
阶，浑然天成。员工们被感
染着、被迷恋着、被陶醉

着，远离了尘世的繁华与
喧嚣，荡涤着工作中的劳
累与疲乏，享受着大自然
赐予的最纯粹的美，在绿
色的怀抱中放飞着自己的
心情，享受着这一份安宁，
就是一种极致的乐趣了。
近年来，工行泰安分行积
极践行“人本”理念，大力
倡导“快乐工作，健康生
活”，多形式关爱员工，积
极推进和谐企业文化建
设，充分依靠位居泰山脚
下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每年都举办不同主题的全
行登泰山、健步走等健身
活动，成为广大员工文体
活动的重头戏，同时为提
升工商银行在当地的良好
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讯员 赵绪春
刘凯 张捷)

工商银行泰安分行：

组织徒步走健身活动

本报泰安4月27日讯
(记者 赵兴超) 本周就
要迎来五一小长假，有出
游计划的市民，可以留意
手中信用卡，说不定就有
哪些优惠最适合。包括工
行、中行、建行等多家银
行在内，都在五一期间有
刷卡积分多倍、最高千元
返现等活动。

许多市民已经制定
了五一出游的计划，只等
周五放假就准备出行。27
日，记者从泰城多家银行
信用卡部门了解到，五一
小长假期间有多项优惠
活动在等着市民参与。如
工商银行截止到5月31日
的刷卡预定酒店、机票返

现活动，多订多送最高返
现1000元。交通银行截止
本月底的境外消费10倍
积分活动，当月所有境外
消费10倍积分奖励。

五一出游必然少不
了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如
今泰城市民出游的范围
也越来越广，飞机也成了
经常使用的一类。中国银
行就举行了90元起国际
往返机票抢跑活动，持该
行信用卡具有提前抢购
南航机票特权，最低票价
90元。建设银行则与东航
合作，持建行相关信用卡
购买机票，每单减25元，
最高减62元。对于喜欢在
家安静休息网购的市民，

兴业银行海淘返现可能
更合适，使用该行信用卡
在 8大海外线上商户交
易，可享8%刷卡金返还，
单月最高88美元。

“五一期间刷卡消费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小高
峰，再过几天可能还会有
活动推出。”泰城一家银
行信用卡部门李经理说，
这个节点的活动范围相
对较广，大多涉及到全国
范围，为市民走出去提供
了最大便利，只要精打细
算，选择最适合自己出游
计划的信用卡作为主要
使用，出游结束后就能发
现不知不觉省去不少不
必要的开支。

机票90元起、刷卡10倍积分、千元返现……

五一出游，这些银行优惠别错过

顾顾客客刷刷PPOOSS机机小小票票不不签签字字
万万一一惹惹麻麻烦烦商商家家先先担担责责

泰泰安安市市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信信贷贷产产品品介介绍绍

个人钢结构抵押贷款

产品简介：以借款申请人自身
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钢结构为抵
押物向信用社申请的用于借款人
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人民币贷款。

贷款对象：在本地居住或有固
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
还能力的个体经营者。

贷款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或生产经营
能力的自然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周岁;

(二 )户口所在地或固定住所
(固定经营场所)必须在农村信用
社的服务辖区内;

(三)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
存量不良借款、担保、欠息余额);

(四)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合
法、稳定的经济来源，具有按时清
偿贷款本息的能力;

(五 )在农村信用社开立存款
账户，自愿接受农村信用社贷后监
督和管理;

(六)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
(七)钢结构具有较大规模，能

单独处置；
(八 )能够取得有权部门出具

的合法有效的抵押登记证明；
(九 )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

条件。

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不得超过
钢结构价值的40%，但原则上最高
不超过300万元。

贷款期限：原则上，钢结构抵
押贷款最长不得超过1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幅度
规定以及农村信用社有关利率定
价管理制度要求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有效身份证
件以及农村信用社规定的相关资
料。

还款方式：可以采用定期结
息、一次性还本、分期还款、等额本
金或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个人商用车经营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向借款
人发放的用于购买商用车，并以其
从事经营活动为目的的贷款。商用
车包括城市出租车、城市公交车、
客运车、货运车及工程机械(推土

机、挖掘机、搅拌机、泵机等)。
贷款对象：在本地居住或有固

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较高经营能力和贷款偿
还能力的个体经营者。

贷款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年龄在18周岁以上，贷款期限加借
款人年龄之和不超过65年，以保值
性较高的抵/质押物提供担保的，
借款人年龄可适当放宽；

(二)具有稳定、合法的收入来
源，具有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能
力；

(三)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
存量不良借款、担保、欠息余额)，
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

(四 )贷款所购商用车的借款
人和商用车经销商必须在贷款社
服务辖区内；

(五 )具有合法有效的购车协
议；

(六)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未
婚子女等)在农村信用社无贷款；

(七)在农村信用社开立账户，
自愿接受农村信用社的信贷监督
和结算监督；

(八 )能够提供信用社认可的
担保；

(九 )农村信用社规定的其他
条件。

贷款额度：贷款额度最高不得
超过所购商用车价值的60%。

贷款期限：个人商用车经营贷
款期限不得超过3年。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幅度
规定以及农村信用社有关利率定
价管理制度要求合理确定。

申请资料：借款人有效身份证
件以及农村信用社规定的相关资
料。

还款方式：采取等额本息或等
额本金等分期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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