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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7月15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近日，
泰城公安部门发布警方
提示，给市民支招通过错
输网银密码锁定骗子账
户，而记者体验发现，实
际操作中限制重重，受骗
先报警最便捷。

近日，泰城警方针对
频繁的网络诈骗，给市民
剖析诈骗后骗子转移资
金的方式及套路。根据诈
骗案件特征，骗子得手后
会通过网银转移资金。利
用被骗后的黄金五分钟，

胡乱输密码锁定账户，是
阻止转移资金的有效方
法。在这之前，受骗市民
必须先报警，准确说出被
骗经历，骗子的卡号、手
机号、QQ号等。

锁定骗子账户主要
通过网银途径，打开该
账户的网银登录页面，
随意多次输入密码。通
过锁定其网银账户，无
法在网上对该账户做出
任何操作，包括转出账户
中的钱。

被锁定的坏人账号

虽然能解锁，但需耗费更
多时间，如通过各网点的
ATM或者柜面取款，也会
导致取款时间长、额度受
限，大量短期转移资金威
胁已大大降低。

不过使用该方式锁
定有一定条件限制，记者
分别试验了多家银行网
银，发现只能用于不需要
U盾等密码器、可用卡号
登陆的网银。如一家国有
银行网银登陆界面，只需
要输入银行卡号和密码，
当记者尝试输入同事账

号，并连续输入3次错误
密码后，系统显示该账号
因密码错误被冻结，需24
小时后再登陆或当天到
银行解锁。设置了只能用
户名登陆后，则不能通过
卡号登陆，该方法也无
效。

警方表示，使用该方
法锁定骗子账户，只能拖
延转移时间。完成锁定操
作并非就大功告成，受骗
者在此之前必须立刻报
警，让警方和银行配合启
动快速冻结机制。

2015年7月9日晚，工行泰安分
行举办“三严三实”专题党课，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波以“三严三
实”为主题，就如何贯彻落实总省
行党委各项部署，学习践行“三严
三实”，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推
动泰安分行在复杂严峻环境下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与全行党员干
部进行了思想交流。

一是深刻认识“三严三实”的
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是对作风建设
的新发展新要求，是凝聚全行发展
智慧与力量、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
与决心的重要保证。二是对照“严”
的准绳和“实”的标尺，对泰安分行
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严
不实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三是
为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全体党员
领导干部自觉提高理论和政治修
养，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抓好
作风改进，坚持从严治行，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用于担当的精神推动
改革发展。

结合本次党课教育，通报了上
半年泰安分行经营管理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了问题与不足，安排部
署了当前及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

(赵绪春 和树翰)

故故意意错错输输密密码码能能锁锁定定骗骗子子网网银银？？
只适用于部分账号，不如求助警方和银行更靠谱

工行泰安分行举办

“三严三实”专题党课

本报泰安7月15
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进入7月份以来，震

荡的股市让一些投资
者不敢投资太多，转
而开始购入较为稳健
的银行理财产品。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也开始逐渐回升。

13日，在兴业银
行泰安分行，市民刘
先生咨询着近期发售
的银行理财产品，打
算把闲钱放进去。刘
先生说，从6月份开始
他手里的股票就表现

不佳，之前从理财产
品抽出去的资金，也
需要再回归到相对稳
健的银行理财产品里
去。

“人可以持仓观
望一段时间，但是钱
不能闲着，还得找投
资途径。”有着多年投
资经验的周先生说，
他早在6月中旬就把
一部分资金分散投入
到理财产品、基金、期
货等渠道，股市下行
后，朋友看他几乎没
有受损，还纷纷找他

学习经验。
13日，记者从泰

城部分银行了解到，
本周新发理财产品收
益率相对有一定回
升，对急于寻找稳健
理财方式的投资者来
说，也是一大利好消
息。产品期限设计上，
也趋于短期及中短
期。如中国银行13日
发行了3款产品，均未
超过90天。农业银行
一款33天保本收益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3 . 9%。

银行稳健理财逐步回温

期限变短收益有提升

本报泰安7月15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10日，
在天龙大厦上班的陈先
生，第一次查询个人征信
记录，发现自己的征信有
了污点，而且有两次记
录，都是信用卡逾期。两
次信用卡的逾期记录，是
一张大学期间办理的从
没用过的信用卡产生的，
欠了两年年费。这张卡已

经找不到，陈先生只能先
补卡再重新使用，还上欠
费还不能注销。

“想要保持良好的征
信记录，许多细节都要做
好。”泰城中国银行信用
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一、个人手中的信用卡要
及时清点，不用的尽可能
销卡或满足免年费条件。
二、应该经常关注征信情

况，在申请车贷、房贷被
拒时，要及时找出问题，
不要反复申请多次被拒。
三、偶然出现逾期还款，
不能听之任之，应正常足
额还款。四、特别是不常
用的信用卡出现逾期，更
不能销卡，要使用5年以
上，避免被认定恶意透
支。五、如果背负着车贷
房贷，记清还款日期，最

好通过自动还款，外出保
证及时还款。

第六，保护好个人身
份证及复印件，复印件交
给他人时写明“再次复议
无效”或者“仅用于某用
途”，避免被人冒用办理
信用卡。七、信用卡支出
异常时，尽可能到银行柜
面查询，不要拨打短信上
的电话或登录非法链接。

办办了了信信用用卡卡放放着着一一直直没没用用
欠欠年年费费背背上上信信用用污污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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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向服务辖区内依

法核准登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小微型企业

的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发放的，用于企业流

动资金需要的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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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型企业的经

营者或实际控制人。

贷款条件：

(一)小微型企业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

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劳动能力或经营能力的自然人，且贷

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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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具备按期偿

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三)在信用社辖区相关管理部门办理企

业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并年检，从事符合产业

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居住地，

有合法、稳定的经济收入，具备履约还款能

力，且生产经营年限在1年(含)以上；

(五)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信用等级在

A级(含)以上；

(六)能够提供农村信用社认可的担保；

(七)在农村信用社开立账户，自愿接受

信贷监督和结算监督；

(八)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未婚子女等)

在农村信用社未办理贷款证，无贷款；

(九)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原则上，新增保证贷款额度

不得超过80万元，超过80万元的需提供抵质

押物，不足值抵押贷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万元；采用足值抵押担保方式的，通用设

备等保值性较差的财产抵押的抵押率最高

不得超过30%，房地产抵押的抵押率最高不

超过70%，新增贷款业务不得办理专用设备

单一抵押。

贷款期限：贷款的期限根据其家庭收入

水平和借款用途，由借贷双方共同协商确

定，原则上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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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的，可以

采用定期结息、一次性还本的方式；期限在1

年以上的，应采用分期还款(至少每半年一

次还本)、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采用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还款的，可以给予

利率优惠。

个人“致富通”贷款

产品简介：农村信用社向服务辖区内有

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但无营业执照或无法参

加村级集中评定授信的个体生产经营者(从

事国家规定的特殊行业以及其他必须取得

相关营业执照的除外)发放的，用于生产经

营的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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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贷款偿

还能力，但无营业执照或无法参加村级集中

评定授信的个体生产经营者。

贷款条件：

(一)借款人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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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原则

上不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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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虽未在相关部门办理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手续，

但实际从事合法合规的个体生产经营；

(三)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

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

息的能力；

(四)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居住地，有

合法、稳定的经济收入，具备履约还款能力；

(五)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信用等级在

A级(含)以上；

(六)能够提供农村信用社认可的担保；

(七)在农村信用社开立账户，自愿接受

信贷监督和结算监督；

(八)家庭成员(如配偶、未婚子女等)在农

村信用社未办理贷款证，无贷款；

(九)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原则上，新增保证贷款额度

不得超过20万元，超过20万元的需提供抵质

押物；不足值抵押贷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50

万元；采用足值抵押担保方式的，通用设备

等保值性较差的财产抵押的抵押率最高不

得超过30%，房地产抵押的抵押率最高不超

过70%，新增贷款业务不得办理专用设备单

一抵押。

贷款期限：个人“致富通”贷款的期限根

据其家庭收入水平和借款用途，由借贷双方

共同协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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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的，可以

采用定期结息、一次性还本的方式；期限在1

年以上的，应采用分期还款(至少每半年一

次还本)、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采用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还款的，可以给予

利率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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