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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银行服务费最受争议

储蓄账户管理费

有钱存银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习惯，但当持卡人的存款低于银行的
小额账户标准时，银行会扣一定的小
额账户管理费。新条例规定取消一些
特殊账户的年费和账户管理费，但不
包含普通账户。

银行表示，而对于大额账户，可
以通过综合收益充抵账户管理成本。
收取这部分费用能促进客户归并分散
的不动户，合理管理个人资产。

转账失败手续费不退

银行间跨行转账收取手续费，早
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转账不成功手
续费不退，许多用户对此提出质疑。

近日有读者吴先生向本报反映：
“我用网上银行向自己另一银行名下
的账户转账，转账金额共3万元，但转
账失败。3万元已返回我账户，但45元
手续费却没有如数返回。”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了解到，目前
跨行转账失败，手续费不退已成行
规。业内专家指出，转账失败意味着
交易中断或停止，对中断的交易收费
是明显不公平的。

打印对账单费

生活中出于提取住房公积金、贷
款等多种原因，市民都会需要持借记
卡的交易记录，然而在大多数银行实
行折卡分离的当下，此事便成为了有
求于银行的“特殊要求”。

目前，虽然打印对账单收费在各
家银行中实行得较为普遍，但是仍有
银行尚未收费。银行工作人员也告诉
记者，免费打印对账单也并未给银行
增加太多的附加工作。

信用账户短信费

为保证持卡人用卡安全，目前多
数银行都会提供短信通知业务，银行
每月会收取2-3元的服务用。有用户表
示，卡本身就收取年费，短信服务应
计入年费的服务项目内，更何况目前
有些银行对这项服务都是免费的。

某通讯运营商相关部门的人士透
露，银行发送短信的成本实际上并不
高。加之银行个人用户每个月账户变
动并不是很多，许多用户每个月收到
的短信通知不足10条。

挂失手续费

记者从主要银行了解到，信用卡
挂失费差异很大。从各银行的收费情
况看，银行信用卡挂失费从20元到80
元不等。

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
任吕随启认为，持卡客户有知情权，
银行在收取如此高昂的手续费用时，
并未告知持卡人卡片的成本核算，银
行应该向公众公布银行的成本核算公
式。

日前，交通银行与北京金一公司重
点合作，定制了一批工艺精湛的黄金艺
术品。不仅定价合理，还具有较高的投
资、收藏价值，社会反响度及美誉度高，
广受客户欢迎。

重点推荐产品介绍

(一)生肖聚宝盆

《生肖聚宝盆》造型借鉴高足盘，盆
体采用莲花造型纯金打造，盆心下配以
青花瓷底座衬托出黄金的高贵典雅。盆
体的十二片花瓣分别雕刻十二位书画院
院长季伟林、宣兵、柒万里、刘震力、孙海
青、董智敏、李秀峰、谭全昌、黄耿辛、蔡
超、刘素珍以及魏怀亮的生肖名画，寓意

年年聚财纳宝。盆底花瓣印有“财、瑞、
贵、福、顺、喜、禄、祥、寿、和、旺、富”十二
个吉祥字样环绕“天下第一福”，给你带
去连连福运，祝您福运满堂，幸福安康。

(二)福余挂坠

“福余挂坠”造型精美，寓意吉祥。正
面主图以唐宋“鱼符”为原型，“鱼”象征

“有余”、“符”取“福”，共音，“鱼符”同音
“余福”，有着多福的寄意。背面主图为以
百福元素环绕变形，象征幸福如意，延绵
不绝。“福余挂坠”将传统压岁钱与百福元
素相结合，以“鱼符”诠释传统文化，传达
了福寿康宁、福气有余的美好寓意。

(三)如意金算盘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
化之一的民俗物品，算盘自古就有

“控带四时，经纬三才”的说法，赋予
着运筹帷幄、取财千里、招财进宝的
美好寓意，成为富贵的吉祥象征。

算盘正背面分别刻有“财如晓
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和

“如意算盘纳财来”、“一帆风顺福禄
至”，寓意招财进宝，一帆风顺。在风
水学上算盘为旺铺之宝，多有旺运招
财之用。

日前，中国银监会召开
了2010年度小企业金融服务
评优表彰会议，对2010年在
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全国20个小企业金融服
务特色产品获得了荣誉。山
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的
“小企业信用联盟循环授信
贷款”产品，由于在支持小
企业方面所做的创新性贡
献，被评为“全国小企业金
融服务特色产品”。

小企业信用联盟循环授
信贷款是由小企业联合成立
的民间信用联盟(商会)为担
保，联盟(商会)设立担保基
金为会员企业融资提供保
证，会员企业借款时自愿组
成信用小组、相互担保，并
在规定期限和额度内循环使
用贷款。这一产品的主要服
务群体是整体发展较好的信
用联盟(商会)会员企业，规
模较小、经营情况良好但缺
少足额抵质押担保的中小企
业。

近年来，济南润丰农村

合作银行致力于信贷产品的
开发和创新，针对小企业产
业特点、生命周期和融资特
点，开展融资模式创新，相
继推出了动产质押贷款、流
动资金循环授信、汽车合格
证监管贷款、非上市公司股
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
贷款、船舶抵押贷款、商会
担保贷款等小企业“成长之
路”系列产品。小企业信用
联盟循环授信贷款是该行经
过大量的客户走访、市场调
研，借助“外省商会”银企
合作的桥梁作用，采取“商
会+企业+银行”的融资模式
而推出的，并最先与济南市
温州商会开展了合作。

目前，江苏商会、浙江
商会、潮州商会等也已经与
润丰银行建立了业务合作关
系，商会企业授信总额已达
9 . 3亿元。由于在支持商会
企业方面所做的贡献，该行
连续两年被温州商会、江苏
商会、浙江商会、潮州商会
等合作方评为“最佳合作伙
伴银行”。 (赵兵)

3月19日下午，聊城市
冠县吕庄小学三年级的冯超
奇同学领到了崭新的课桌
椅、书本以及聊城车友王叔
叔送的红包，激动地说不出
话来。这是记者从合众人寿
山东分公司、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希
望工程·合众人寿助学俱乐
部”助学行捐助活动上看到
的。

当 天 上 午 ， 山 东 省
“希望工程·合众人寿助学
俱乐部”在聊城市正式揭
牌成立，随后近百位助学
俱乐部成员带着自己孩子
驱车前往冠县吕庄小学，
让自己的孩子与贫困学生
结对子,并带去了书籍等慰
问品。合众人寿山东分公
司也为吕庄小学捐献了价
值6500元的图书，并为吕庄
小学146位在校学生每人带

来了一套崭新的课桌椅。
在活动现场，合众人寿

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吴佩锋对
记者说，合众人寿自成立以
来，一直坚持“和合各方利
益，实现多赢共好”的核心
价值理念，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本届“合众助学行”活
动最大的特点是合众人寿公
司来搭建爱心平台，让捐助
人 与 受 捐 人 直 接 “ 面 对
面”，钱用到哪里捐助人明
明白白，心里也感到踏实。
而且，搭建的爱心平台可以
让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参与其
中，让慈善活动不断做大。

据了解，合众人寿山东
分公司的助学行活动已经举
行了5届，今年每季度都将
举行一次助学活动，合众人
寿各地市合众公司也将组织
相关捐赠活动。

(财金记者 程立龙)

合众人寿“助学行”大幕再启

润丰合行获中国银监会表彰
小企业信用联盟循环授信贷款获评

全国银行业小企业金融服务特色产品

交通银行黄金收藏品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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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中间业务的发
展，需要收取费用的银行服务
林林总总不止百项，而从7月1
日起取消的34项服务收费不过
是一小部分。对于普通客户来
说，受到争议的服务费还有五
项尚待取消。

格财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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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3月19日，百余名招商银行
济南分行员工代表和金葵花
客户前往山青世界，参加了
由招行济南分行举办的“建
造百年招银林”义务植树活
动。

据招商银行济南分行
相关人员介绍，本次植树
活动旨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践行绿色金融理念，
增强环保意识来回馈社会
大众。一方面，通过本次
活动，银行拉近了与金葵
花客户的距离，双方加强了
沟通与信赖；另一方面，俗
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通过共植招银林，入

行的新员工也可以更生动
地了解企业文化。

据了解，本次共植“百
年招银林”是招行第七届企
业文化节的重头戏。哈佛商
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曾经指
出，企业文化对长期经营绩
效有巨大的正相关性，招商
银行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企业文化建设，本届文化节
以“创新助推转型”为主
题，旨在进一步弘扬招银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
向上、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
氛围，提升企业凝聚力。本
届文化节将历时一个半月，
包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多项主题活动。 （史文）

美丽泉城添新绿 共建百年招银林

招行企业文化节拉开帷幕

三招避免“被收费”

银行业内专家提醒，对于普通持
卡人来说，要想避免被收费，应当注
意以下三点。

首先，整理账户，化零为整。多张
卡的持有者最好对不常用的账户进
行整合，长期休眠的账户销户。

其次，灵活管理账户，按照资金期
限、种类确定理财方案。短期资金比如
活期存款，若合并整理后可用于购买
“类储蓄”理财产品，可获得更高收益。

最后，用户通过电话银行、网上
银行等免费途径充分了解所持卡片
的功能和收费标准，以免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收费”。 （京华）

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