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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口口子子那那么么多多卡卡，，咋咋归归一一起起花花
多家银行推出资金归集业务，再多的银行卡一个账号就统管了

乳制品饮料被称

所含菌致白血病

真的假的？

近日，两条消息在微信朋
友圈里被疯狂转发。一条消息
将矛头直指市面上销量领先的
爽歪歪酸奶、旺仔牛奶、娃哈哈
AD钙奶等乳品饮料，称这些饮
料中含有肉毒杆菌；而另外一
条更是骇人听闻，声称喝爽歪
歪和有添加剂的牛奶饮料导致
现在得白血病的小孩越来越多
了，这样的消息一发出，引发不
少家长的担忧。这到底是真的
假的？官方日前对此做出了回
应，专家也做出了解释。

欲了解具体情况，关注逸
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

查看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
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还可以
查看历史消息哦!

逸 周 末 粉 丝 Q Q 群
(384365359)——— 逸家人现在也
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本报济南5月26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徐睿明 )

经过多天的晴朗天气后，未
来几天气温将略有下降，天气
将时阴时晴，局部地区可能有
雷阵雨。

26日，不少济南市民有了
一种炎炎夏日的感觉。现在走
在济南街头，已经依稀感觉到
有热风扑面而来，但是相比六
七月份的热气还稍微凉快一
些。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济南
的最高气温在全省都没进入前
三。气温最高的是周村33 . 2℃，
其次是邹平33℃。而后半周，内
陆地区上空的云开始多了起
来。随之，气温将略有下降，预
计29日，鲁西北、鲁东南和半岛
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
雨。未来几天全省具体天气情
况如下：

27日白天，全省天气晴间
多云。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9℃
左右，沿海地区16℃左右。最高
气温：内陆地区31℃左右，北部
沿海地区29℃左右，南部沿海
地区21℃左右。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全
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内
陆地区 1 9 ℃左右，沿海地区
16℃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
31℃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7℃
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0℃左右。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鲁
西北、鲁东南和半岛地区天气
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
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内陆
地区20℃左右，沿海地区17℃
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9℃
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5℃左右，
南部沿海地区20℃左右。

本报烟台5月26日讯（记者
李静） 烟台红彤彤的大樱

桃上市啦，即日起，本报联合烟
台市农业局推出第二届“烟台樱
桃红齐鲁”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活动中广州日报、山西晚报
集团等国内著名媒体也参与其
中，烟台大樱桃在红齐鲁的同
时，也将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

本次活动大樱桃全部来自
福山区张格庄镇，张格庄镇素
有“中国大樱桃第一镇”的称
号，北纬37°、年温适中、四季
分明，地处烟台市区最大的饮
用水源地门楼水库南岸，依山

傍水。其土壤层中富含最适宜
大樱桃生长的石灰岩层，是生
产优质大樱桃的最佳境地，生
长出的大樱桃含钙量丰富，是
名副其实的绿色、无污染的“高
钙”大樱桃。

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受
倒春寒影响，部分果农樱桃花
蕾被冻坏，樱桃樱桃授粉，产量
有所减少。但果农说，也正是这
个原因，一个树结的果子少了，
剩下的果子个头也比去年大
些，而且每个果子相对吸收的
营养成分多，口感吃起来更甜。

由于大樱桃果实娇嫩，不

易储存和运输，市场上销售的
大樱桃很多都是七八成熟，口感
不好，为了追求更好的品质，在
选果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严格把
关，果实成熟度要求在九成熟，
口感和品质更好。在物流上选择
顺丰速运，将以最短的时间，以
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中。

本次活动销售主要推出大
红灯、美早、拉宾斯三个大樱桃
品种，单果直径在一元硬币大
小，单果重量在7克以上。红灯
肉质肥厚，果肉较硬，肉嫩多
汁，酸甜适口，属于早熟品种，
是目前主要供应的品种。美早

果实个大，平均单果重9克左
右，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可口，
属于晚熟品种，目前还没有成
熟，想要吃美早还要等几天。

现果销售价格中，红灯、拉
宾斯（品级：一等果约24mm）三
斤装111元，五斤装155元，美早

（品级：一等果约29mm）三斤装
153元，五斤装205元，包邮。您
可以选择拨打0535－6879076，
13854566586进行电话订购，或
者在淘宝主页搜索店铺“烟台
优品果农”或直接登录淘宝店
http://qlwb-jryt.taobao.com/
进行下单。

济南李女士递纸条：她
最近学完驾照后，打算购买
一辆车，在签合同时4S店工
作人员向她告知《机动车统
一销售发票》需要打印和盖
章。她想知道车管部门对《机
动车统一销售发票》的打印
和盖章有什么具体要求。

济南市车管所传答案：
车管部门对《机动车统一销售
发票》的打印和盖章没有具体

的要求。但根据税务部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规定：《机动车发
票》税控码及10项加密参数填
开的内容要保证打印在相关
栏目正中，不得压格或出格。
在开票过程中，发现有误的，
可即时作废，并在废票全部
联次监制章部位做剪口处
理。 本报记者 王兴飞

请您递纸条

“纸条”是本报日子版开
设的一个固定栏目，读者有
疑问可“递纸条”，本报请有
关专家做出解答，对于关注
率高的纸条我们还将给予
奖励。

目前递纸条的方式现在
有三种了 ,拨打9 6 7 0 6；将纸

条内容及个人联系方式发
送 到 邮 箱 q l z h i t i a o @
1 6 3 . c om；还可以给齐鲁晚
报 逸 周 末 官 方 微 信

（qiluyizhoumo）发信息 :我要
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纸
条内容。如果您的问题关注
度足够高 ,还可以得到百元
奖金哦 !现在 ,选择一种你习
惯的方式 ,一起递纸条挣奖
金过好日子!

看天

今明再热两天

后天局部阵雨

机动车发票打印盖章无具体要求

烟烟台台大大樱樱桃桃上上市市啦啦，，赶赶紧紧尝尝鲜鲜吧吧
本报联合烟台市农业局、广州日报、山西晚报等部门携手打造，确保品质正宗

支付新时代

有三四张银行卡的市民不是少数，而每张卡里有多少钱可能你未必掌握。针对这种情况，很多银行都推出
了“资金归集”业务，只要设置一个主账户，其他银行卡设置成关联账户，系统就会查看到其他关联账户的余额，
还可将其他账户的余额自动转到主账户上。这项功能不仅可以对自己的账户进行归集，而且可以化身“私房钱
克星”，对家庭成员的账户也一并管理。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邵群

“不算信用卡，光是工资卡、
奖金卡，再加上一张卡用来买理
财，这就有3张银行卡了。”济南市
民曹强数了数自己钱包里的五颜
六色的银行卡说，工资是发在工行
卡上，奖金又发在农行卡上，理财
产品是通过齐鲁银行的卡来购买，
除此之外，家庭的水电煤气费还是
和老婆的交行卡挂钩收取的。

很多市民和曹强一样，其实
不想办这么多张银行卡，但每张
银行卡都有特定的功能，不方便
互相替代。可是银行卡一多，就
要经常关注账户余额的变动，几
乎每个月都要通过转账把资金
集中到一张卡上进行理财，时间

一长，也挺麻烦的。
记者咨询省城多家银行了解

到，目前绝大多数银行都陆续推
出了“资金归集”业务，即指客户
设置一个银行账户，通过“超级网
银”的跨行转账功能归集其他银
行同名账户资金，同时还可以通
过该系统查询其他行账户信息。

“平时用网银跨行转账需支
付一定比例的转账费，但开通跨行
资金自动归集功能后，这些全是免
费的，钱也能实时到账。”一位银行
大堂经理介绍，资金归集依托于网
银这个业务平台，不管是同行还是
跨行，不管是同城还是异地转账，
银行目前都是免手续费的。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夫妻二
人的资金是由其中一人统一管
理。为了让这样的资金管理透明
高效，双方可以商议办理这种资
金归集的业务，两人一起去银行
网点签约后，一方的账户就可以
归集到另一方账户旗下了。

“我们刚买了房，付了首付
后每月房贷压力也不小。老公平
时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为了平衡
家庭开支，他同意让我管账，于
是我就拉上他去银行办理了资
金归集手续，这样全家的七八张
卡都归到了一起。”济南市民宋
女士在今年年初办理了该项业
务，此后她老公工资卡里的钱能
及时转到自己的卡里。而且，这

项业务给她省下了查询账户明
细的麻烦，因为不同银行卡之间
转账查询都可以免费。

通过归集功能转入主账户
的资金，宋女士就可以把两个人
的收入统筹用于家中的各种支
付，像房贷、信用卡还款等等，
而且剩余的资金也能集中投
资，用于为家庭储备未来使用
的资金。

资金归集业务虽然受到了
女性同胞的喜爱，但同时让丈夫
们将“财权”拱手相让。如果老婆
选择了全额归集，那只要关联账
户的余额大于0，就会被转走，以
至于不少男网友将其称为“史上
最残暴的银行业务”。

资金归集业务可以进行灵活设置，其中有按
日、按周、按月和按自由约定间隔日等多个归集周
期可选，目前跨行资金归集主要有三种模式：定额
归集、全额归集和保底归集。

定额归集是指为关联账户设定一个固定金额，
当余额达到固定金额时，银行自动把资金转到中心
账户。全额归集是指只要关联账户余额大于0，银行
就自动把关联账户所有资金转账至中心账户。

保底归集是指当关联账户余额大于保底金额
时，自动把超出部分转账至中心账户。比如说，保底
金额设置为1000元时，银行将每天查询该账户余额，
只要大于1000元，将把超出部分自动转账至另外一
个账户上，不再需要每月转账。

归集账户之间转账，不收手续费

开通这项业务后，想藏私房钱可难了
小贴士

资金归集有三种模式

可灵活设置

资金归集是个好办法，但很有可能会导致上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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