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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沙市民李女士被银行理

财经理的推销电话搞得心烦意乱——

自家的存款数额怎么就被别人“精确

掌握”了呢？

4 月 8 日，李女士告诉记者，3 月

27 日，她丈夫收到一笔奖金，并于当

日存入一张户主写有她名字的招商银

行储蓄卡里，存款余额刚好 10 万元。

结果 3 月 28 日一大早，她就接到自称

是“招商银行理财经理”的人打来的

电话。

李女士委婉拒绝。但这名自称理

财经理的周姓男子并未放弃 ：“我可以

简单介绍一下。我刚看到您的账户已

经有 10 万元存款，存的是活期。其实，

您可以考虑买个理财产品，没有风险，

算是投资赚点小钱。”

听到这儿，李女士很疑惑——昨

天才存到 10 万元，怎么今天银行理财

经理就知道了？

“他说自己是银行安排给我的理财

经理，所以是有权利查看我账户信息

的。”李女士说，接下来的 3 天，她又

刚存完钱，银行电话就来了：您这 10 万元考虑买理财么

带着李女士的疑惑，4 月 9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了招商银行（长

沙分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朱华

东。经他核实，给李女士致电推销的“周

经理”确为招商银行 ( 长沙天心支行 )

理财经理。

“客户将资金存入银行账户后，我

们会根据客户的风险级别，建议其持

有不同类别的财富类理财产品。”朱

华东说，这样的行为并不违反规定，

因为客户在招商银行申请开户办卡时，

签字授权的《申请开立招商银行个人

银行账户须知》中提到 ：“申请人自愿

同意并授权招商银行采集、处理、传

递及应用申请人的个人资料。客户虽

然有存取钱款的自由，但同时也受到

银行的监控和保护。”

朱华东解释，为更好地服务客户，

理财经理这一岗位会被授权允许查询

客户账户资料。

另 外， 同 样 拥 有 查 询 权 限 的 还

有银行柜台职员，“不过柜台职员只

能 在 客 户 现 场 办 理 业 务 并 授 权 时，

才可进行查询”。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小夫妻银行存款突破 10 万元，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长沙市民李女士反倒惹来了一系列骚扰电
话。

“刚查看到您的账户中已经有了 10 万元存款，要不要考虑买个理财产品呢？”接到银行理财经理的
推销电话，你是否也跟李女士一样好奇：“你怎么知道我存了 10 万元？”

此外，电话里的这位“理财经理”，真的是银行职员吗？他们又是如何得知客户存款信息的呢？ 4 月
6 日，李女士找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希望了解真相。

■市民投诉

前一天存款，第二天便被银行“查账”后推销

■银行回应
有权查询客户账户，但不能泄露信息

随后，朱华东还向记者出示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条文规定。

其中，第 1 章第 3 条提到，“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设立的金融机构……应

当依法采取预防、监控措施，建

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客户身份资料和

交易记录保存制

度、大额交易和

可疑交易报告

制度，履

行反洗钱义务。”

朱华东解释 称，根据法律 法规，

个人单天交易额超 5 万元，属大额交

易，银行有义务了解客户

账户情况， 关注 其资

金动向，并辨别是否

正常，之后还会保存交易

记录，但严禁对外泄露客户账户

信息。

至于如何防范客户账户信息被泄

露，朱华东表示，国内大部分银行的

从业人员上岗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签订

相关协议，要求对客户的信息资料进

行保密，不能对外泄露。一旦有职员

违反，将直接开除。

个人单天交易额超 5万，银行有义务了解账户情况

大多数银行准许
理财经理查询客户信息

■专家声音

银行办卡，当心不合理的“隐性条例”
孙鑫（湖南长仁律

师事务所律师）
为客户账户信息保

密，是银行的法定义务。

我国《刑法》《合同法》《商

业银行法》《反洗钱法》

《储蓄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都对银行在客户

身份资料、交易信息等

方面的保密义务做出了

规定。

但相比于对客户身

份资料、交易信息等负

有保密义务的严格规定，

我国法律法规目前并未

对银行查询客户账户资

料及资金信息的权限给

予明确规定。诸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的规定，也只对客户的

大额交易、可疑交易等

行为明确了银行业金融

机构可授权查询、监控、

报告。但在生活中，大

多储户都是将闲散资金

进行存储，所以这种情

况下，银行职员查询客

户账户资料及资金信息，

并没有法律依据来证明

是否合法。

需要提醒的是，为

规避法律风险，很多银

行在提供办卡业务时，

会与客户签订相关协议，

比如《申请开立招商银行

个人银行账户须知》，并

在协议里注明“允许查询

账户资料”等。一旦签

下这样的协议，相当于

客户自愿同意银行查账。

但实际上，从法律角度

看，签订协议时，银行职

员有义务提醒客户，同时

介绍与提醒其查阅相关

条文，让客户有相应知情

权，从而决定是否签字。

市民要保证账户安

全，自己也需注意保管账

户资料和信息，不随意

向亲朋好友泄露。此外，

不要将身份证、银行卡

等证件拍照存入手机中。

一旦发现手机丢失，要及

时报警，并及时冻结关联

银行卡、信用卡。还需要

注意的是，类似于街边扫

码下载APP 或收到的陌生

电子链接，都应保持警惕，

谨防被不法分子窃取其

账户信息。

银行业务外包，更需严格管控
张楚文（湖南省社

会学研究协会秘书长）
很多时候，银行等

金融机构虽因相关条例

规定，允许职员查询客

户账户资料和信息，但

从现实情况来看，仍有

不少银行金融机构尚未

健全客户信息管理制度，

不能严格按照相关监管

要求进行把关。从而导

致银行在执行业务过程

中，依然会出现未经授

权或者未按规定程序查

询、获取、甚至泄露客

户账户信息等问题。

如今，由于很多银

行进行业务外包，出现

银行内部监管严格，但

外包机构缺失责任约束

机制的情况，导致在委

托代理开展业务过程中，

因没能有效管控外包机

构、人员非法获取、处

理客户信息的行为，从

而出现第三方泄漏客户信

息的安全隐患。最终，“惹

祸”的是业务外包机构，

但“背锅”的却是银行

业金融机构。

所以，希望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在做好内控

管理的同时，也要求行

业组织开展个人客户信

息泄露风险隐患排查工

作，对排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整改，严肃处

理发现的违规问题，对

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案。一旦发现员

工违法违规行为，应全

力配合公安机关，做好

严厉打击银行业金融机

构员工利用职务之便，

出售或非法侵害个人信

息的行为。

那 么， 理 财经 理“ 查 账

推销”，是只有招商银行这样

做，还是别的银行也存在类

似的做法呢？

4 月 9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走访了中国工商银行

（长沙湘江世纪城支行）、长

沙银行（鑫泰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 ( 长沙解放中路支行 ) 

等 3 家银行营业厅得知，这

些银行的理财经理都被授权

可查询客户账户资料及资金

信息，而柜台职员除客户授

权外，也可经上级主管授权

后，查询客户账户资料及资金

信息。

“客户的账户信息是能被

银行工作人员查询的。”长沙

银行（鑫泰支行）大堂经理

阮丽霞告诉记者，按照银行

相关规定，工作人员还能查

阅到客户的身份信息、保险

状态、贷款信息以及理财信

息等一系列能在银行处理的

业务。

“之所以默许银行员工拥

有权限，是出于了解客户财

务状况，以此更好地提供服

务，给予正确的指导。”阮丽

霞说，银行工作人员的考核

非常严格，他们经过专业培

训，不会随意透露客户的任

何信息。而且，客户密码信

息是无法被获取的，所以客

户不用担心资金安全问题。

阮丽霞还表 示，客户在

省内银行网点柜台开立银行

卡等结算账户时，须开户人

阅读诸如《申请开立个人银行

账户须知》等责任提示告知

书的内容，并签名确认。反之，

则不准予开户办卡。

“ 其 实 这也 是 为了客户

好。”阮丽霞解释称，让开户

人阅读、签订这些责任提示

告知书，是为了提醒客户在

账户开立、使用上不合规的

行为将会承担的法律责任或

接受的行政处罚，以便于开

户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相关行

为的后果，避免自己的账户

被不法分子利用。

接到了多个不同号码的银行理财产品

推荐电话。4 月 1 日，她的微信还收到

了“周经理”的好友添加信息。

“我感觉他们很了解我的账户情

况，连存钱频率都能掌握。”李女士

很疑惑 ：“银行工作人员真的有权在客

户未授权的情况下，查询他人账户信

息吗？”

■走访调查

扫一扫，参与网友讨论

李女士向记者展示存入 10 万元的银
行卡。

银行理财经理先查账后推销有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