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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扎堆废除短信通知“免费午餐”
银行：微信和手机银行仍提供免费服务 市民：愿意花钱买个放心
银行卡发生交易后，客户第一时间就能收到银行发来的
账户变动短信提醒，如今这样的“免费午餐”正在悄然减少。
近期，多家银行发布通知，或变更服务名称为上调短信通知
服务费，或对此前优惠的短信通知服务实施收费，这意味着
银行短信提醒收费已成常态。
不过，如果市民想要继续享受免费账户变动提醒，仍可
通过微信银行或手机银行获取。业内人士指出，银行此举不
仅可节省一定的短信成本支出，还可借机推广自家微信号或
手机银行，达到提升客户黏性的作用。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邹雨 季学东

政策 银行短信提醒收费成常态
交通银行官网日前发布
公告，自9月1日起，对个人银
信通业务中短信提醒服务进
行调整， 调整后将关闭太平
洋个人借记卡附属卡及活期
存折客户的个人银信通短信
提醒服务， 并将太平洋借记
卡个人主卡的银信通业务中
短信提醒服务的“账户余额
变动提醒” 升级为“用卡无
忧”服务。据了解，用卡无忧
服务为收费项目， 服务费为
12元/3个月。
其实， 近期上调短信提
醒服务费的银行并不在少
数。多家股份制银行表示，由
于总行规划部业务调整或者
优惠活动时间已过， 自8月1
日起， 将收取个人账户短信
提醒通知服务费，收费标准2
元/月。
记者查询目前市场上银

行短信提醒服务费用收费情
况发现， 包括工行、 农行、建
行、光大等在内的十余家银行
的短信提醒服务费以2元/月
为主，且部分银行对提醒的金
额进行设限。
有的银行则提供多样化的
选择。广发银行官网信息显示，
该行短信瞬时通收费标准为：
单账号3元/月， 每增加一个手
机号加收2元/月； 多账号基本
服务费5元/月， 每账号多绑定
一个手机号加收2元/月；30元/年，
每新增一个手机号与账号的绑定
关系加收24元/年。
招商银行客服人员则表
示，新卡开立后，首次开通前3
个月短信提醒业务免费， 之后
按3元/月收取。 采用相同收费
标准的还有中信银行。另外，兴
业银行收取短信提醒服务费用
为每月1元。

对策 微信或手机银行仍有“免费午餐”
记者了解到，尽管银行免
费短信提醒门槛提高了，但多
家银行将“免费午餐”搬到了
微信和手机银行上。首先是微
信服务，只要关注了各个银行
的微信服务号，并且绑定了银
行卡， 一旦有消费或余额变
动，就会收到微信提醒。
除了微信银行， 手机银
行也可以免费查询： 只要安
装手机银行， 并在手机设置

中选择“允许通知”，账户变动
就能收到信息。
此外， 各大银行的其他类
型APP也可以实现免费提醒。
以工商银行为例， 客户通过开
通下载客户端工银融e联也可
获取免费提醒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方法
都是需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
如果市民的手机网络关闭了，
那就收不到通知了。

市民看法

有短信提醒服务更安心
对于银行的短信提醒“免费午餐”越来越少，市民感受不一。
有人表示，“转移至APP平台接收信息对自身影响并不大”； 有人
则称，“感受并不好”。
在随机采访中，有市民对记者表示，“用APP平台或微信服务
号接收账户余额调整，需要在非常平稳的外部网络环境下，但有
时我们可能会去一些网络信号不好的地方， 可能无法及时收到
这些信息。相比较而言，接收短信就要靠谱多了。”
还有银行客户表示，因为注册APP客户端需要填写很多个人
信息，对于自身的个人信息安全存在一定的担忧。另外，对于一
些老年客户而言，可能并不会使用微信或手机APP。
“我觉得取消这个提醒还是很危险的，不法分子如果一点一
点刷我的卡，我卡里的资金被盗光了都不知道。”家住长沙市雅
泰花园的戴女士表示，“我还是愿意花这几块钱，更安心。”
事实上， 很多银行对于个人储蓄账户资金变动的短信提醒
都是收费的。不过推广初期，会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之后则会收
取手续费。市民可以选择不开通此项业务。不过，用户在免费使
用一段时间的短信提醒后，已经形成习惯和依赖，所以一般都会
选取继续付费开通这项业务。

探因

利差收窄
银行发力中间业务
为什么一贯财大气粗的银
行，开始在短信提醒、更换银行卡
等
“
小钱”上跟消费者斤斤计较？
有业内人士坦言， 每家银
行对中间业务的业绩增长都会
有考核，这边不收费，就要找其
他收费项目填补， 以保证完成
业绩。 银监会再度出手治理银
行收费问题， 一定程度上挤占
银行利润空间。该人士表示，随
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市场竞
争的加剧， 对银行的盈利能力
提出挑战， 存贷利息差利润不
断收窄。 而借道中间业务也将
成为银行增加业绩的突破口，
因此近年来不少银行都开始重
视中间业务的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表示，对
于银行来说， 中间业务收入的占
比不到10%，但是业务指标分解到
各个支行多赚一点是一点。
郭田勇指出， 以前银行对
一些项目不收费， 更多的是出
于培养市场、 扩大客户数量的
考虑，而在蛋糕做大、市场形成
后，就要考虑成本问题。而面对
目前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银行“免费变收费”的同时，切
记服务要跟上。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副主任吕随启也表示， 虽然每
张卡片短信通知费用并不高
昂， 但是考虑到银行信用卡客
户人群基数， 这部分业务收入
还是十分可观的， 提高信用卡
短信通知门槛， 主要还是为了
缩减运营的成本。
“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银
行会通过其他电子渠道收费的
可能，但可能会有一个过程，比
如先从用户黏性相对更高的借
记卡开始， 然后再到信用卡。”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
卿坦言。
■综合广州日报 北京商报

湘股动态

湘邮科技董事长韩广岳辞职
本报7月17日讯 今日，湘
邮科技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辞
职的公告。公告称，韩广岳因工
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
董事职务， 同时亦辞去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据资料显示， 韩广岳1966
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曾任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法
律事务部）总经理，中邮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邮资本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湘邮科技
董事长。
■记者 黄文成

基金资讯

聚焦环保市场 华夏节能环保发行
近年来， 政府对于环境污
染治理的投资逐年增加， 节能
环保行业的投资机会凸显。7月
12日，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基金
将正式开始募集， 助力投资者
基金分享节能环保行业发展红
利。 据环保部规划院测算，“十
三五” 期间环保投入将增加到
每年2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期
间社会环保总投资有望超过17

万亿元。此外，一系列有关环境
的政策“福袋”下发，更给环保
产业带来新一轮掘金契机。华
夏节能环保拟任基金经理吕佳
玮表示， 节能环保行业长期成
长空间广阔， 行业整体基本面
处于上升通道， 很多子行业正
处于或即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未来有大量投资机会。
■黄文成

环保产业将迎发展机遇
环保产业作为污染治理重
要平台、 经济增长重要支柱和
科技创新重要领域， 正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华夏节能环保拟
任基金经理吕佳玮表示， 党的
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执政
理念， 近几年相关产业政策不
断推出，这显示国家铁腕治污、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决
心。 当前我国开始进入GDP长

期增速中枢下行阶段， 参照国
际经验， 环保产业将迎来高增
速发展阶段， 无论是从实业发
展还是投资角度， 环保产业都
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产业之一。
于7月12日开始发行的华夏节
能环保股票型基金正是一只聚
焦环保产业发展、 致力分享行
业红利的环保主题基金。
■黄文成

天弘系列指数基金抢占先机
步入2017年下半年， 被视
为年度重头戏的公募FOF呼之
欲出。证监会最新披露的《基金
募集申请公示表》显示，截至6
月30日， 证监会共受理了82只
公募FOF产品， 包括天弘配置
宝发起式基金在内的首批上报
的FOF均已在3月中下旬获得

了第一次反馈意见。 记者了解
到，早在2015年，天弘基金就开
始大力发展指数基金， 当年连
续发行了涵盖宽基指数、主题、
行业、 策略等方面的19只发起
式指数基金， 构建起了覆盖多
行业的指数基金军团。
■黄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