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大咖精英齐聚，恭贺halove�h1正式问世。

halove�H1出世
带父母跟上这个时代

九爱科技创始人邵晨
曦介绍， 首先，halove�H1
是一款容易上手的手机。它
搭载讯飞定制语音识别，实
现了ROM级语音交互，堪
称 iFly讯飞输入法升级版。
同时采用全球首个亲情智
能操作系统EIOS， 页面交
互简洁智能； 其次， 通过
halove手机搭配的手环，能
实现365天活力健康监测
系统，心率运动睡眠监测等
轻健康管理。 设计实体
SOS救援键， 真正实现全
天候紧急医护救援，确保万
无一失；最后，独创亲情窗
专利设计，能实现照片视频
实时分享互动，健康养生资
讯每日推送等功能，创造更
多沟通，打破两代人亲情隔
阂。

即使再不会操作，通过
远程协助，子女仍然可以助
父母一臂之力。“给儿女和
父 母 最好 的亲 情 连接 ，
link&joy，halove九爱远远
超出了一部手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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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标信用卡正在从人们的
生活中逐渐淡出。 继部分银行
已经将双币种信用卡“一分为
二”成两张单币种信用卡后，有
最新消息称， 央行召集各大卡
组织和银行开会， 要求双标卡
退出市场，不能再发新品。虽然
这一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但
在业内人士看来， 双标信用卡
本来就是一种过渡品， 取消双
标卡对用户影响不会很大。

【绝唱】
双标卡将退出历史舞台

日前有消息称， 央行在近
期召开了关于外币单标卡及双
标卡的发行管理会议。 会议提
出， 在我国境内流通了近14年
的双标银行卡， 被确定将不能
再发新产品， 正在使用的双标
卡还可以正常使用， 到期后需
要以外币单标卡所替代。 这也
意味着， 双标卡将退出中国信
用卡的历史舞台。

记者11月28日向多家银
行求证，均得到“尚未收到有关
通知”的回复。不过，多位银行
人士表示， 早已将双标卡拆分

成两张单标卡。 一位股份制银
行人士介绍， 该行在发行新卡
时， 由客户在一张双标卡或两
张单标卡中做选择， 这一政策
已经实施很长时间。

【暗战】
银联、国际卡组织针锋相对

随着银联的发展壮大，银
联海外业务迅速拓展， 很多情
况下海外刷卡也能走银联通
道， 双标卡在境外到底应该走
谁的通道， 利益如何分配等使
得银联与国际卡组织针锋相
对，VISA就曾采取“强制性”措
施封堵银联的境外业务， 银联
也决定当年不再发放新双标卡
等。

由于银联对海外业务的逐
渐拓展， 双标卡也逐步失去当
初的功能。2015年，国务院正式
发布《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
构准入管理的决定》，提出放开
国内清算市场， 符合条件的企
业法人包括境外机构均可申请
“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也
就是说， 未来获批的国外清算
机构也可以在境内进行人民币

清算了，而不再只是银联可以。
这也加速了双标卡退出中国历
史舞台的步伐。

同时，按国际惯例，一张卡
只能归属于一个卡组织， 并由
该卡组织负责转接清算。因此，
在人民币清算市场即将开放的
大前提下， 停发双币信用卡是
为国外卡组织进入国内市场
“清路”， 方便以后各家卡组织
更有序地进行转接清算。

事实上， 许多银行业内人
士透露， 早就已经停止发行新
的双标卡产品， 虽然没有令行
禁止说不准发双标卡， 但是银
行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新
发信用卡基本上是银联单标
卡。

【影响】
双标卡消失了怎么办

如果停发双标卡， 对用户
会有什么影响？

不少银行人士表示， 整体
影响不大， 因为用户只有到海
外才会用到外币账户。 稍有不
便的是， 用户在持有的双标卡
到期后， 需要到银行更换成两

张新的单标卡， 而且之后再到
海外消费， 可能需带上两张银
行卡。

另外，出于安全考虑，磁条
卡将全部改为芯片卡， 芯片的
成本虽然高于磁条， 该部分费
用由银行承担， 对用户影响不
大， 但芯片卡远比磁条卡安全
得多。

从结算货币转换的角度来
看，双标卡规范后，转换费用并
未增加。 当用户持双标卡在境
外结算时， 可通过银联或另外
一个途径结算。 而银联相较于
VISA或者Master来说有优惠，
一般在1.5%-3%。
然而， 如果双标卡置换成单标
卡后， 用户是否仍旧可以享受
这种优惠呢？具体来看，现在发
行的带有银联标识的外币单标
卡，都可减免1.5%的货币兑换
手续费， 而且银联已基本覆盖
东南亚、日韩等国家，在这些地
方可以直接刷银联信用卡。

不过，银联与VISA、万事达
相比， 在境外的布局还存在一
定差距，因此在居民出国旅游、
消费时，除了携带银联卡之外，
最好还是带上一张VISA或万
事达的卡比较保险。

他们，曾是我们的一切，当
时光蹒跚了他们的脚步， 当我
们变成了他们的依靠，却发现，
连回家看看也变成一种奢侈。
对很多“70、80后”而言，他们
不得不在成长后选择离开父母
辈到不同的城市去打拼。但是，
与父母辈的不见面不代表不思
念。

从PC电脑到智能手机，再
到将来的可穿戴设备VR，越来
越多的“黑”科技让终端越来越
“聪明”。依托智能硬件，互联网
平台推出各种服务， 让现代人
享受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多种
便利。

与此同时， 父母辈一代人
却被智能科技远远甩在时代后
面。 这种矛盾始终把父母辈推
到子女的对立面上———科技发

达，亲情却越来越荒芜；通讯发
达，子女却很少陪伴。不在乎时
空距离的我们， 和父母产生了
一种因科技而疏远的亲情缺
失。

时至今日， 在移动互联解
决了大部分我们这代人的问题
时， 九爱团队发现， 跟上一代
人，父母这一辈的人的连接，就
是一个崭新的蓝海。

而今天的主角， 九爱团队
的主要创始人已经在手机通讯
行业里打拼了十几年， 他们为
同辈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但
是很显然他们希望接下来的奋
斗能够同样惠及到自己的父母
这一辈人。 这部分群体常年被
排斥在科技连接的世界之外，听
不懂互联网用语，无法使用智能
设备，而且他们有3亿之多。

央行放大招：
未来银联或将“一统江湖”

带他们跟上这个时代
只为父母做手机 halove九爱亲情智能手机发布

名词解释

双标卡是指一张信用卡上印有
两个发卡机构的标志， 比较常见的是
银联+VISA�、 银联+万事达或银联
+MasterCard，持卡人在刷卡时，可以
选择卡片上的两家发卡机构任意一家
的支付通道。 双标卡是在我国银行卡
市场尚未放开时权宜之计的产物，银
联成立时没有建立海外网络，因此银
联发行的卡在国外不能使用，另外境
外卡组织也不能在境内做人民币清
算，因此，2002年12月银联与境外卡
组织合作，使得刷卡人可以选择两家
发卡机构任意一家的支付通道。

邵晨曦表示， 九爱的计划是，
在行业内开创一个全新的亲情消
费品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独特
的心智优势。

而事实上， 九爱选择的赛道，
得到了诸多大佬的站台支持。去
年，九爱团队获得了破亿的天使融
资。这中间，不乏诸多上市公司的
大佬个人对九爱进行天使投资。在

发布会上出现的汪涵、佟大为等演
艺明星， 以及诸位来自诺基亚、微
软、三星、HTC、华为等手机行业
顶尖的顾问。

据邵晨曦介绍， 围绕家庭连
接，未来九爱的业务将覆盖到智能
手机、VR、可穿戴设备、智慧云、社
区医疗等服务，成为优秀消费产品
的“亲情商城”。

11月29日，杭州未来科技城，各界大咖精
英齐聚。 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在这里发生。
现场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主角“九爱”这
个品牌，但是现场不少人落泪。这款面向父母
群体的智能手机，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引得
多位大佬为之着迷？

■胡明

智能，让3亿多的父母辈亲情越来越荒芜

九爱，开创行业内一个全新的亲情消费品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