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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66号

南通通州支行

10万元只要留存三个月就可签约，签约期内尽享活期便
利，定期收益；如30万存一年、120万只要三个月，就可达到
靠档最低积数，尽享3.575%三年期存款利率。签约期内该账
户活期都享3.575%利率，哪怕只有一元、只存一天！

咨询电话：0513-86026207

电话电话：：6811815068118150

活利丰4号，存活期最高享3.575%定期收益定期存单 起点1万元，利率全线上浮30%

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央行基准利率

1.1%
1.3%
1.50%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1.43%
1.69%
1.95%

期限

二年

三年

五年

央行基准利率

2.1%
2.75%
——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2.73%
3.575%
3.575%

依法打击依法打击依法打击依法打击
高利放贷高利放贷高利放贷高利放贷、、、、恶意讨债恶意讨债恶意讨债恶意讨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巧取豪夺

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

产 品 推 荐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1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张家港农商行扫黑除恶宣传

产品名称 期限 投资起点 年利率
大额存单 3年 20万 4.18%

1年 5万 2.10%
2年 5万 2.98%
3年 5万 3.91%
1年 1万元 2.10%
3年 1万元 3.85%

差异化定价存款

智能储蓄存款（4.15-4.30）智能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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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游需求快速爆发，一些假
借旅游外壳行诈骗之实的案件也逐
渐浮出水面。近日多个种类的诈骗
案件都涉及老年消费需求集中的旅
游产业，比如保健养生类诈骗中存
在通过免费旅游向老年人销售夸大
效果保健品的现象；还有不法分子
以低价旅游诱惑骗取钱财的情况，
甚至出现了导游与景点商店等相互

勾结，强制老年人消费的案例；同
时，通过低价旅游套取高保证金的
合同类诈骗也现身市场。在业内看
来，虽然老年人旅游需求日益高涨，
但由于这类旅游产品存在留证难、
异地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会被不法
分子钻空子，相关部门还需强化管
理机制，完善事前事中管理和事后
追查。

行骗套路不断翻新

在保健养生类诈骗案件中，有
不法分子曾向老人发放传单，称老
人每人只需缴纳2800元就可以体验
三天两晚的免费旅游和“VIP体检”，
同时还能参与由“知名专家”主讲的
保健品公益讲座。在此过程中有所
谓的保健医生对老人的“体检结果”
进行夸大的病情分析，诱骗老人购
买数万元的保健品。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旅行社直
接将旅游作为行骗的手段。老人在
受到旅行社抛出的“不合理低价游”
甚至是免费旅游的诱惑后，往往会
在途中被旅游企业限制行程，集体
到一个封闭的商店，不法分子会设
下骗局欺骗老人高价购买所谓的玉
石等商品。

目前针对老年人的消费诈骗，
已逐步出现更多的“花样”，比如不
法企业会在旅游中嫁接保健品诈
骗，甚至衍生出投资理财诈骗等多
种形式。

维权关难过

目前涉嫌老年消费诈骗的旅游
企业，大多是成立时间不长的小型

旅行社，人均诈骗金额在几千元到
几万元不等。不少老人在旅游过程
中都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他们在
被“忽悠”着买了保健品后，发票、包
装都没有保留。虽然旅行社作为组
织者在涉嫌消费欺诈的诉讼中可以
作为被告方，但由于老人购物、付款
的对象基本都是目的地的纪念品商
店等企业，证据缺失的现象极为普
遍，补充证据的条件又较为困难，同
时旅行社“甩锅”撇责也增大了维权
难度，更何况玉石、金银饰品、古玩
字画等商品通常溢价率高，很难界
定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随着老年消费需求快速爆发，
旅游行业已着实成为我国人口老龄
化红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
老年人及其亲属在选择老年旅游产
品时，不要为图便宜参加低价劣质
团，而且出游前对整个行程要有明
确的认识，最好选择安排宽松、时间
比较充裕的旅行团，并签订一个比
较详细的出游合同，以便权益受到
侵害时能得以维护。而旅途中如有
购物，要保留有效购物凭证，万一出
现纠纷，可以向当地消委会或旅游、
公安等部门投诉举报。

（来源；中金在线）

了解复利的威力

复利，又称为利滚利。在
开始利滚利之前，需要掌握两
个专有名字，“分”与“厘”。

“月息一分”指的是每月按照
1%的利率每月进行利滚利，年
化收益率为 12.68%。而“月息
一厘”指的是每月按照 0.1%的
利率进行利滚利，年化收益率
为 1.27%。这可千万不要混
淆，一旦混淆了，那可真是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管是校园的大学生，还
是已经工作的人，在贷款的时
候，一定要了解、测算自己的
真实贷款利率。不要小看复
利，如果你能像巴菲特一样在
证券市场中保持每年 20%的收
益率，只要每年投入 1万元，
30年后你将成为千万富翁。

需要指出的是，过高的利
率是不被我国法律认可的。
2015年 8月 6日，最高法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以年利率24%和36%为基
础划出了民间借贷的两线三
区。“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
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
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
效。”也就是说，在年利率24%
以内的部分为司法保护区，给
予法律保护，年利率在 24%至
36%之间的为自然债务区，当
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履行合同，
但是法院不予保护。而利率超

过了 36%，则属于无效合同，
借款人可以申请追回多支付的
利息。

算清自己的现金流

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
现金流对于企业来说就好比人
体的血液，只有血液充足且流
动顺畅人体才会健康。对个人
而言，也应该算清自己的现金
流，测算每月会有多少现金流
入，比如工资收入、兼职收
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
同时应该知道每月将会有哪些
现金流出，比如生活支出、房
租支出、房贷支出、还他人借
款支出等。找金融机构贷款也
需要根据现金流确定自己的贷
款金额。

一家公司是否破产，并非
是因为资不抵债，而是偿付不
能。一旦公司的现金流入支撑
不了现金支出，出现了到期债
务无法偿还时的情况时，公司
就将面临破产的风险。所以在
财务管理中，也会根据流动资
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判断一
个公司的偿债能力。一般而
言，流动资产应该是流动负债
的 2倍。在银行个人贷款实际
业务中，银行会要求你提供每
月工资收入的流水。只有你的
工资收入流水是你每月月供金
额的 2倍时，银行才会给予相
应的贷款。每个人在准备贷款
时，应该好好算算自己的现金
流。相信算完现金流的你，会
有一个理性的选择。

（来源：中金在线）

保单的现金价值是长期人身保
险中的一个概念，又称“解约退还
金”或“退保价值”，当被保险人于保
险有效期内因故要求解约或退保
时，保险公司按照规定扣除相关费
用后，退还给被保险人的金额即退
保时保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

那么，所有保险产品都有现金
价值吗？不是的，现金价值是储蓄
性质的人身保险产品独有的。也就
是说，通常情况下，两全保险、终身
寿险、一年以上的定期寿险、养老保
险、万能保险以及分红保险等，保险
合同生效一年后，保单相应就开始
具有现金价值，且缴费时间越长，累
积的现金价值越高。短期意外险、
定期寿险、健康险一般不具有现金
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退保，拿回
的钱也就是现金价值，往往低于已
缴纳的保费金额。这是因为人身保
险是一种长期合同，保险公司的费
率是按照预定的合同期限以及客户

的平均死亡率设计的。投保人提前
退保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资金使用计
划，而且提前退保的客户通常是身
体健康者，这会改变保险公司客户
的平均死亡率，对该险种的经营造
成影响。因此，保险公司在退保的
费用扣除上会考虑自身的成本，体
现在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上就是缴
费年限越短现金价值越低。

除了退保，还有什么情况下涉
及保单的现金价值？不少保险消费
者会在人身险产品条款里看到有标
注保单可质押贷款，保单质押贷款
要求保单在具有现金价值的前提下
才能完成。保单质押贷款是指投保
人以现金价值作为担保，把所持有
的保单直接质押给保险公司或是将
保单质押给金融服务机构(这里一般
指银行)，从而按照保单现金价值的
一定比例获得资金的一种方式。如
果投保人短期内出现资金不足的问
题，投保人可直接把保单质押给保
险公司取得贷款，但是借款人期满

若没有履行债务，当贷款本息达到
退保金额时，保单将永久失效。

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有不法分
子通过窃取保险消费者保单信息、
银行账户资料等，利用保单质押贷
款进行诈骗。因此，大家如需办理

保单质押贷款业务，无论是通过柜
面还是线上办理，都要注意防范风
险，仔细阅读各项条款，谨防钓鱼软
件，不要随意签字确认。

（来源：中金在线）

你的保单有“现金价值”吗？

低价诈骗套路百出
老年游成重灾区

月息一分还是月息一厘
傻傻分不清？

一起来了解复利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