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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每月计提 大额存单有了新玩法
理财师：利息再投资，实现利滚利

本报讯（记者周恋芹 通讯员徐珊珊）
继降低大额存单门槛、提前支取可靠档计
息后，大额存单又有了新玩法。近日，记者
获悉，已有两家银行推出大额存单可每月
提取利息业务，即银行按月根据约定利率
给付利息，产品到期后给付本金。 业内理

财师表示： 投资者如果将每月利息再投
资， 比如定投或者贵金属积存方式再投
资，可实现以利增利。
家中有笔可闲置较长时间的大额资
金，想做低风险投资，这时候往往会被理
财师推荐认购大额存单。理由一是资金安
全，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大额
存单管理暂行办法》， 大额存单纳入存款
保险保障范围；二是多数银行的大额存单
的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40%甚至更高，收
益比定存高。
从今年开始，已经陆续有银行开始推
出利息每月计提模式，可化解长周期定期
存储和短周期日常生活支出的矛盾。中信
银行近期推出大额存单可每月提取利息
业务，存一笔三年期大额存单50万元，三
年内每月都可以提取利息1562元。 而在
今年6月份， 中国银行已率先推出大额存
单可每月计提利息业务。
业内理财师表示：“在这种利息可每

月计提的新模式下，投资者提前享受本金
利息带来的收益。如果投资者将每月收益
通过基金定投、 贵金属积存等方式再投
资，可以实现以利增利。”以做基金定投为
例， 理财师按照过去十年历史数据测算，
除去受市场大幅下跌影响为负外，利滚利
的总收益较单纯的到期一次获取利息都
有大幅提升。
记者注意到，如果投资者选择了按月
提取利息，大额存单的年化收益会比不支
持每月计提利息的低。 比如，以中国银行
为例， 选择三年期大额存单C款产品，可
每月计提利息，年化收益率为3.7%；选择
三年期大额存单B产品，不支持每月计提
利息，年化收益率为3.85%。 另外，可每月
计提利息的大额存单在提前支取规则上
往往不支持靠当计息，而是按照支取日银
行的活期挂牌利率计息，而且须是一次性
全额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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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美食节
消费可挥卡支付
本报讯 （记者杨莉 通讯员易
凌）银联国际近日宣布，赴澳门美
食节体验的内地游客可以在现场
扫银联二维码支付了。 消费者使用
银联二维码以及中银美食节电子
钱包卡（预付费卡）支付还可享受
单笔消费满50元澳门币立减5元优
惠。
据介绍，“第17届澳门美食节”
于11月10日至26日在澳门西湾湖
广场举办。 消费者可以在美食节售
票处购买限量发行“中银美食节电
子 钱 包 卡 ”， 或 用 带 有“QuickPass”标识的银联信用卡，在摊位
的POS机上直接“挥”卡支付。 内地
持卡 人 还 可 以 打 开 “银 联 钱 包 ”
APP，使用银联二维码支付。

兴业银行
在恩施设立“童兴书屋”

武汉女子半程马拉松开跑
阳光保险全方位护航
本报讯 （记者杨莉 通讯员周楚莉）
11月12日,2017武汉女子半程马拉松开
跑。 作为本次活动的官方唯一保险供应
商， 阳光保险全方位护航武汉女子半马
赛事， 为近6000名赛事运动员和工作人

员提供全方位保险保障和志愿服务。
据介绍， 阳光保险不仅为近6000名
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提供意外伤害险等
保障，并实施现场直赔、意外医疗零免赔
100%赔付等理赔举措，安排专业理赔服

务人员入驻定点医院协助现场救护、处
理理赔事宜。 赛事期间少数出现身体不
适的运动员都在阳光理赔专员的陪护下
第一时间完成现场医疗直赔服务。

2017新金融发展论坛在汉举行
本报讯（记者杨莉）近日，由中国金融
信息网、中国经济信息社湖北经济研究中
心、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主办的2017新金
融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
为“科技金融：产业与生态”，来自国内科
技金融领域的精英和学者共聚一堂，围绕

产业与生态探讨科技金融最新发展趋势。
与会专家表示，科技金融在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业态、催生新的风
险、打破原有的交易关系，从而推动监管
革新。 在这一环境下，中国新经济的培育
和壮大， 需要服务产业升级的新模式，也

正是新金融机遇之所在。 此外，科技力量
正在改变金融业原有的模式。 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服务、区块链等新技术是金融
机构在探索的领域，同时信用体系等良好
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科技金融健康发展
的关键。

“双11”后，谨防三类“山寨”诈骗

“双11”购物狂欢节结束了，伴随着
“买买买” 的各种消费支付，“骗骗骗”的
招数也层出不穷。 以网购付款不成功、产
品质量有问题需要退款、 代为申请信用
卡消费贷等为由的诈骗时有发生。 下面，
记者就来盘点相关的“山寨”诈骗情形，
提醒大家多加注意。

骗术一
“客服”借故送礼索要密码
昨天， 市民小李收到一条号码为
“95***”的银行短信。 短信里面称，小李
的卡片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积分，鉴
于银行将于年底前积分清零， 请点击文
中链接完成积分兑换。
小李想到之前的积分兑换经历，觉
得奇怪， 拿着手机找到就近的银行网点
咨询，被明确告知：信息为假。
事实上，不法分子运用变号软件、伪
基站等技术， 能将来电号码显示为客服
热线，向用户推送假冒的网站链接，而用
户一旦按指示操作，有可能泄露用户名、
卡号、 密码等关键信息， 导致卡片被盗
刷。

记者周恋芹 通讯员田甜 顾鹰
据银行人士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银
行不会主动索要密码， 所以如果持卡人
听到“客服”要求报出密码和动态口令，
请保持警惕，不要照做。
骗术二
不明“二维码”里可能藏着病毒
目前，不少商家会通过绑定微信、注
册会员、 扫一扫等方式进行促销，但
APP、二维码也可能是“钓鱼”网址。
记者了解到， 二维码是网络链接的
另外一种形式，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可
被植入病毒。 这种病毒被下载后，可自行
安装，潜伏在手机后台中运行，并且不会
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显示任何图标，个
人信息悄无声息地就被盗取了。
广发银行安全专家提醒： 为避免上
当受骗， 应谨慎安装App和扫描软件二
维码，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大型知名应用
市场安装App软件。 此外，对于手机接收
到的短信验证码信息，要仔细阅读内容，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将验证码信息
泄漏给他人。

骗术三
走捷径办贷款 当心埋祸端
时下， 各家银行都在消费信贷领域
发力，推出“信用卡+消费信贷”融 合产
品。 然而不法分子也找到了可趁之机，借
机提供代办服务。
银行人士称，不法分子往往打着“快
速”、“超额”甚至“免审核”的旗号，骗取
消费者的信任，实则骗取中介费，甚至利
用申请办理过程盗取申请人的个人信
息，为日后盗刷埋下隐患。 与其轻信这些
所谓的“捷径”，消费者还是要认准银行
机构等正规渠道的信用卡消费贷产品。

本报讯 （记者陈小敏 通讯员
陈迪喜）11月11日， 兴业银行武汉
分行爱心志愿者们走进恩施利川，
设立“童兴书屋”，开展爱心助学活
动，将募集到的2300余件总价值约
15万元的学习生活用品，捐给贫困
山区的留守孩子们。
据了解，此次爱心活动是该行
“童兴俱乐部”成立以来，打造的系
列公益活动之一。“童兴俱乐部”是
兴业银行搭建的“少儿财商”亲子
俱乐部， 致力于提高青少年财商、
情商管理及社区实践能力。 截至目
前，该行已设立“童兴书屋”4所，向
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捐赠款项共
计70余万元。

最大台资银行
在武汉开设分行
本 报 讯（记 者 杨 莉）昨 日 ， 富
邦华一银行武汉分行正式开业，
至此富邦华一银行的营业据点已
达24家， 为内地唯一全牌照经营
的台资银行，且营业据点最多、规
模最大。
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两大经济引擎的确立，武汉成
为台资企业投资的热点城市。
据介绍，富邦华一银行将扩大
服务台商的覆盖面和服务力度，继
续发挥两岸经贸金融合作的桥梁
作用。

武汉众邦银行
推金融IC卡
本报讯（记者杨莉）近日 ，武
汉众邦银行在汉推出针对个人用
户的金融IC卡系列产品“智慧云
卡”。
智慧云卡是众邦银行对外发
布的首款金融IC卡产品。 该卡采用
纯芯片介质，受理接触式和非接触
式两种交易模式，提高了银行卡的
使用安全性和便利。 从卡种分类来
看，智慧云卡分为普卡、金卡、白金
卡和钻石卡四类，满足不同群体的
用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