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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末末，，尽尽量量配配置置短短期期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一场大雪让大家明显感觉

到年末已经很近了，2015年也接
近尾声。在最新一轮降息之后，
银行存款利率降低。理财市场跨
年之战已经开战，虽说年末是理
财的好时机，但今年的情况与往
年已大不相同，央行的连续“双
降”，不管是银行理财产品还是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都难逃收
益整体下滑的命运。

年末是理财的好时机，但同
时也是理财陷阱最多的时期，当
面临一个理财平台时，投资人应
切记注意分辨是“馅饼”还是“陷
阱”。特别要注意那种所谓的“无
风险”、“高收益”、“随进随出”等
一些理财产品的表面给骗了，除
了关注年收益率，投资期限，更
要关注理财产品的“出身”，关注
自己的资金安全，做好自己的年

末理财规划。
另外，理财师建议，年底是

一个家庭消费的旺季，应尽量进
行短期理财，钱“生”钱的同时还
能保障资金使用的灵活度，确保
节前购物消费。

年末理财

可关注短期节日专属产品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多家银
行推出的短期理财产品看，目前
预期年收益率大多在4 . 4%以下。
如某银行最近推出的短期理财
产品，从37到99天，预期收益率
4 . 3%到4 . 4%，起步最低5万元。

有银行人士称，每年这个时
候，银行都会发售一些节日的专
属理财产品，收益率略高于日常
理财产品。虽说今年市场利率下
降过快，相比往年这种现象或许

难再出现高利率的理财产品，但
还是会有不少银行在元旦或春
节前后推出节假日专属理财产
品，投资者可以多加关注。值得
提醒的是赎回费因为在购买时
不需扣除，而在卖出时才会扣
减，所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费用
支出，大家一定要在购买前看清
产品的相关费用。

理财

别忘让资金灵活支配

年底是一个家庭消费的旺
季，钱“生”钱的同时还要保障资
金使用的灵活度，确保节前购物
消费。由于年底开销较大，而银
行理财流动性又太差，一旦把所
有资金都投入其中，碰到意外支
出是取不出来的，因此，要预留
出生活费用及意外支出资金。

提醒

年末理财别盲目跟风

一到年末，各个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第三
方理财公司等都会推出各类理
财产品，种类较多就会有选择障
碍。而投资者既开心又很紧张。
喜的是，在年末可购买到较高收
益的投资理财产品。但紧张的
是，在关键时刻是否能抓得住机
遇，获得丰厚的回报。

理财师提醒说，年末理财时，
投资者要遵守注意一些事项，或
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选择理财产品时切忌
盲目跟风随大流，在投资市场
中，往往随大流走的投资都会赔
钱。应尽量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
理财机构及熟悉的理财经理来

购买产品。另外，不要选择结构
过分复杂的产品，因为对此类产
品预期收益的判断对于普通百
姓而言往往比较困难。

其次，不要购买太多理财产
品。虽说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
个篮子里，但太多了自己或许

“应接不暇”。另外，在看懂产品
的基础上投资者还需要判断理
财计划期限、投资结构以及理论
上的预期收益率能否和个人理
财计划相匹配。

提醒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
还要做到四个不：“不”跟风投
资、“不”盯着高收益、“不”轻信
任何人，更“不”要借钱做投资。
选择任何理财产品都要看清产
品的风险和投向，还要综合自身
的风险偏好和理财需求来选择。

(宗合)

本报讯(通讯员 宋玉贤)
11月20日上午，一客户匆忙

地来到建行济宁邹城支行燕
京分理处，称接到建行95533的
兑换现金短信，内容如下：建
行喜讯通知，您的账户累计1
万积分，可兑换5%的现金，请
登陆手机网wap.bskcf.cc查询兑
换,逾期作废【建设银行】。客户
接到短信后，当即按照提示的
网址登录，并输入相关信息，
包括身份证号、手机号、卡号、
密码，进入网页后，感觉不对，
就来到该行网点进行咨询。

该行工作人员凭着以往
的工作经验认为这是一起短
信诈骗，为了使客户能够信服
建行工作人员，该行员工将该

诈骗短信内容复制后发送给
了95533，短信刚发出去客户
手机就收到了来自9 5 5 3 3的
短信：“您好！我行未开展积分
兑换现金活动，此条短信系犯
罪分子利用伪基站假冒建行
向客户发送的诈骗短信。”看
到了来自建行官方9 5 5 3 3的
回复短信，客户方才醒悟，停
止操作，即刻修改密码，确保
了资金安全。

大堂经理提醒客户要加
强自我资金保护意识，收到可
疑短信可以先发送至95533，
系统即可自己辨明真伪，该行
工作人员及时将此简单有效
的方法介绍给客户，预防了客
户上当受骗。

本报讯（通讯员 邵泽平
李明）近两年来,农行泗水县

支行与泗水县人社局加强合
作，率先发行社会保障卡，为
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了先进、安
全、便捷的医保资金划拨、消
费、结算等一系列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该行今年新发行社
会保障卡12万余张,是泗水县
内金融机构发卡最多的银行。

社会保障卡作为持卡人
的身份证件，承载着医保、养
老、失业、工伤、生育和就业、
培训等社会保险和人力资源
业务，不仅可以办理查询、医

疗费用结算、办理社会保险费
缴纳、待遇领取等基本社保卡
业务，还具有作为银行卡使用
的金融功能。随着业务范围的
不断扩大，还将逐步扩展到其
他应用领域。

为全面推进全县社会保
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工作，确保
发卡工作有序推进，该行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IC卡推进
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大了社会
保障卡的宣传力度和发行力
度，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社保卡
发行任务,更好地服务全县城
乡居民。

泗水农行宣传社保卡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建行邹城燕京分理处

帮助客户堵截短信诈骗

本报讯（通讯员 张猛 )
11月23日夜里气温骤降，济

宁地区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夜
下来，积雪竟有20多公分厚。
济宁中行营业部的小刘7点就
到行里，本以为自己应该算是
早到的，没想到已经有一帮同
事在扫雪了，他赶紧加入了扫
雪的队伍。

早上7点多，一位女士从
雪地中匆匆赶到济宁中行营
业部门口，原来他的车就在附
近被积雪困住了，前来请求帮
忙。正在扫雪的工作人员急忙
跑了过去，帮她把轮胎周围的
雪铲干净了，“你打着方向开，
这样开不容易陷住。”那位女
士听了连连道谢，成功启动汽
车。雪虽大，却抵不过中行人

的温情，中行全员齐上阵，有
党员、有团员，有年轻员工、有
年长员工，有部门主任、也有
柜员和客户经理，工具调配、
铲雪扫雪、撒盐防冻，员工们
配合默契、干劲十足。不到半
个小时，该行营业部门前和周
边的雪就被清扫干净了。

在这场大雪中，为保障营
业网点正常营业，方便附近交
通，中国银行济宁分行辖内所
有网点均在营业时间前，完成
了网点周边的积雪清扫工作，
所有网点都按照服务规范，摆
出了小心地滑的温馨提示。尽
管风雪交加，但济宁中行全辖
所有网点，在员工的奋战下全
部实现正常营业，受到了广大
客户的好评。

服务相伴抵御风雪

百百万万理理赔赔 一一诺诺千千金金
泰康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快速赔付客户赔款141 . 24万元

近日，泰康人寿客户高女士
获赔141 .24万元理赔金,这是泰康
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成立13年来
最大的理赔案，及时、快速的理
赔，体现了泰康人寿“风险无情、
泰康有爱”的企业精神。

据悉，被保险人孔先生因在
2015年6月的一次车祸中不幸身
亡，孔先生的离世，让原本幸福的

家庭失去了色彩。孔先生的妻子
高女士在泰康人寿为其购买了高
额意外保险，经保险公司调查核
实，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泰康人寿
济宁中支决定给付受益人141 . 24
万元的理赔金。

为爱尽责，让家无忧，小保
险，大保障，这141 . 24万元的理赔
款是丈夫对妻儿责任的传递、爱

的延伸。希望这笔理赔款能够为
这个脆弱的家庭遮风挡雨。同时，
本次理赔再次刷新了泰康人寿济
宁中支的理赔记录。今后，泰康人
寿会继续坚守“以客户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全面提升服务质量，细
化服务过程，不断提高客户服务
满意度，让更多的客户享受泰康
人性化的关爱。(通讯员 刘敏)

本报讯(通讯员 赵书彦
马春彬) 工行济宁分行依托自
身在跨国金融服务领域的优势，
以实际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主动对接辖内“走出
去”企业融资需求，以多样化、专
业化金融服务手段，满足辖内进
出口企业在境外投资、外派劳
务、对外承包工程、境外经贸园
区创建等领域的金融服务。

近期，工行济宁分行依托
“一带一路”战略办理了济宁市

首笔出口买方信贷业务，金额
2550万美元，期限5年，得到当地
政府和企业的高度认可，在业内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为掌握了解
辖内进出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加大对“走出去”业务扶持力度，
该行进一步密切与济宁市商务
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
构合作关系，踊跃参与辖内各类
外经贸活动，通过借助政府平
台，与“走出去”企业金融服务需
求进行对接。近期，该行成功当

选济宁市商务局外经贸协会一
届二次理事会理事和副会长单
位，并与部分“走出去”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全市两家签
署该协议的金融机构之一。

针对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
该行安排专人与客户进行业务对
接，第一时间就项目准入条件、批
准流程等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磋
商，目前已经锁定蒙古、马来西亚
等国家的几个相对成熟的项目，
为后续业务开展铺平了道路。

济宁工行加大“走出去”企业扶持力度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宇) 当
前，自助设备案件呈高发态势。为
保障全辖自助设备的安全运营，
保障客户人身及财产安全，近日，
中国银行济宁分行多措并举，切
实加强自助银行安全管理工作。

加强了自助设备监控、报警等
技防设施日常维护工作。该行与专
业技防公司签订技防设备过保维
护合同，明确了维护内容和工作要
求，确保技防设备的正常运行。

加强了监控中心的远程监
控。该行认真研究了近年来自助
设备案件特点，结合本行实际，
对自助设备案件易发时段、地点
进行了重点监控。

实行离行式自助夜间巡查
制度。目前，该行各网点均委托
当地保安公司或自助设备所在
地保安进行夜间巡查，确保各类
ATM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发现、
处置。

切实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该行对ATM机外包和离行式
ATM日常管理存在的安全风险
进行分析，采取措施，加强了清
机加钞外包公司的日常监管；针
对离行式自助设备特点，落实了
ATM机投放点专人日常看管，
防控不法分子假冒银行人员对
ATM机实施犯罪；加强部门联
动，做好自助设备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

加强自助银行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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