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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公布信用卡新规，收费项目增多

信用卡“
免费午餐”越来越少了

本报1月10日讯 2019年
刚刚开始，各家银行动作频频。
近日，多家银行发布公告称，将
对信用卡部分业务的收费标准
进行调整。记者梳理发现，涉及
调整的信用卡业务收费项目增
多，“免费午餐”越来越少了。
农行发布的公告称，自
2019年2月1日起，将恢复收取
电子渠道 （掌上银行、 网上银
行）信用卡透支转账手续费，标
准费率为溢缴款转账免收手续
费， 透支部分转账手续费为交
易金额的1%/笔，最低1元/笔，
最高100元/笔。 而在2019年1
月31日前， 该行暂免收取电子
渠道信用卡透支转账手续费。
事实上，近期以来，多家银
行都对信用卡相关业务收取一
定的费用， 信用卡的“免费午
餐”是越来越少了。
比如，广发银 行 近 日 发 出
公告称，将于2019年1月15日
起调整信用卡境内透支取现/
转账服务手续费， 调整后手
续费按境内取现、 透支转账

金 额 的一定比例收取，比例区间
为1%～2.5%， 手续费不足10元
的按10元收取， 通过电话渠道透
支转账并转入他行储蓄账户时，
另外再收取10元/笔。
此外， 之前已有多家银行对
信 用卡 分期 提 前还 款收 取 违 约
金，比如工商银行已于2018年12
月1日开始收取“分期付款提前还
款违约金”，涉及持卡人办理分期
付款、分期付款展期、分期付款提
前还款业务。
业内人士建议，在信用卡“免
费午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市民
要多注意信用卡的使用规则，以
免出现使用信用卡不当导致多花
“冤枉钱”。
大家最为熟悉的信用卡年费
方面，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银行
的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达到一定
的次数就可以免年费，不过，一些
高端信用卡免年费的要求很高，
有的甚至要收取“刚性年费”，没
有办法减免， 市民办卡前一定要
咨询清楚。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文丽虹

在交通银行开企业账户
线上申请功能全面上线啦！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要求，优化企业开户服
务，推动改善营商环境，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
银行服务，交通银行于近期推出
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在线申请
开户功能。
据了解， 企业客户无需注
册，即可通过交行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和企业手机
银行申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企业只需填写基本信息， 通过
手机拍照上传开户证明材料即
可完成开户申请， 并享受绿色
通道及专属客户经理提供的专
业服务。 交通银行线上审核通
过后， 即会通过短信告知客户
携带所需开户资料到银行柜面
办理开户手续。

交行优化整合企业开户所需
表单和协议， 将客户填写的申请
表、 业务开通协议等12份表单全
部取消， 由银行自行采集信息后
生成电子表单供客户下载打印，
企业开户申请实现无纸化。同时，
企业网银、企业手机银行、单位结
算卡和银信通业务等增值服务同
步开通，无需客户多次往返银行。
通过梳理开户必备的各类客
户信息， 交行合理引导客户上传
开户所需证照的影像资料。 通过
人脸识别、联网核查等手段，自动
完成客户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审核
和信息采集， 并将信息碎片自由
组合，不再需要客户重复填写。对
无法自动采集的信息， 交行也会
通过智能提示方式， 引导客户按
顺序填写。 ■蒋浩 易月 潘显璇

基金资讯
央行 为 市 场 送 出 万 亿 大
红包 富国优质发展混基
迎布局良机
上周五， 央行在农历新年即
将到来之际为市场送上万亿大红
包，宣布降准100个基点，估计释
放资金约1.5万亿。面对市场估值
处于底部区域、 国内经济稳中向
好、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布局良
机， 富国基金于1月7日正式发行
—富国优质发
了一只混合基金——
展混合基金。目前，投资者可通过
民生银行等各大银行、 券商和富
国基金官网进行认购。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一只新
基金，富国优质发展混合基金没有
历史仓位负担，在半年的建仓期内
可以根据最新的政策和行业变化，
布局最具前景的行业和个股。

打造全球资产配置工具
华夏基 金 推 出 华 夏 全 球
聚享基金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
展， 越来越多的国内投资者意识
到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对市
场需求反应敏锐的资产管理机构
也在加速推出相应的产品。近期，
华夏基金也推出华夏全球聚享基
金， 该基金主要定位于为投资者
提供风险适中的海外配置投资工
具，通过对全球宏观经济、各主要
经 济体 及行 业 的基 本面 深 入分
析， 深挖细分板块中不同资产的
风险溢价， 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
基金资产， 构建多元化的投资组
合。 感兴趣的投资者1月9日起可
以在各大银行、 券商以及华夏基
金认购。
华夏全球聚享基金拟任基金
经理郑鹏现任华夏基金海外固定
收益、海外FOF投资团队负责人,
他曾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 野村
资管、摩根士丹利资管等机构，积
累了丰富的全球市场投资经验。

领航养老金跨越之年 工银瑞信养老投资实力彰显
2018年可谓公募基金助力
养老投资的跨越式发展之年，
基金公司在服务养老金三大支
柱发展上也是施展十八般武
艺。 稳居养老金管理规模第一
的工银瑞信，2018年无论是养
老目标基金和职业年金布局，
还是社保和企业年金投资管
理，都走在行业前列，显示出养

老金业务的综合领先实力。
据证监会网站信息显示，
2018年12月27日第 三批 养 老
目标基金集体获批，工银养老
2050等 14只 基金 在 列 。 截 至
2019年1月7日，包括工银养老
2035在内 的12只 已 经 成 立 的
养老目标基金认购户数接近
70万。

海外投资实力领先
工银瑞信包揽五年主动权益类QDII冠、亚军
Wind数据统计， 工银瑞信
旗下8只债券基金近五年累计收
益超过50%，5只跑赢业绩基准超
30%，其中工银添福A/B、工银添
颐A同期总回报高达60%以上，
公司旗下多达5只债基获得银河
证券5年期五星级最高评价。
海外投资领域， 作为国内
较早布局海外业务的基金公
司， 工银瑞信的QDII主动投资

更展现出非凡实力。Wind数据
显示，最近五年工银全球精选、
工银全球股票分别获得63.12%
和56.08%的收益率， 在主动权
益类QDII基金中分居一二名。
而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工银
全球精选QDII再次获得主动权
益类QDII冠军， 工银全球美元
债则以6.14%的收益率居QDII
债券型基金第二名。

消费升级迎多重政策利好
“大满贯”基金经理顺势出击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今
年将制定出台促进汽车、 家电
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 将适
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使
消费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 叠加此前的降税
减费利好， 消费升级有望迎来

长期投资契机。在此背景下，主
题类基金产品受到市场关注，
完美契合主题的富国消费升级
混合正在发行中， 值得一提的
是， 该基金拟由在去年基金业
颁奖季中获得“大满贯”的汪孟
海亲自担纲。

投资“A+H”股布局2019
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基金正式发行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A股和
港股市场的整体估值均低于历
史均值水平，具备较强的上涨潜
力。面对已经处于历史底部区域
的投资机会， 诺安基金于1月8
日正式发行一只可以投资沪港
深三市的混合型基金——
—诺安
精选价值混合基金， 为投资者
2019年布局沪港深三市提供了

有力抓手。目前，投资者可通过
工商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和诺
安基金官网进行认购。
此外，为全面把握A股和H
股两市的投资机会，诺安基金委
派国际业务部总监宋青先生作
为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基金的拟
任基金经理。目前其管理的诺安
全球黄金基金长期业绩优秀。

松下ALPHA阿尔法洗衣机 开启新精致主义生活
改革开放四十年， 人们生活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生活质
量 的 要 求 已 经 从“温 饱 型 ” 转 变
为“品质型”，这对于家电行业来
说可谓是“危”与“机”并存。松下
洗衣机作为较早进入中国市场
的国外品牌，密切关注消费者需
求的变化，从外观、质量、功能上
为消费者提供契合心理需求的
产 品， 其 旗 下 新 品 松 下 ALPHA
阿尔法洗衣机便是其一。
见证洗衣方式变迁
让科技引领潮流生活
松 下 ALPHA 阿 尔 法 洗 衣 机
不仅继承了松下百年品质以及人
机交互、高端制造等方面的优秀血
统， 更创造性融合保时捷设计的

“贵族”基因，彻底颠覆传统洗衣机
设计，注入包豪斯极简主义,引领
潮流品质生活。
松下ALPHA阿尔法洗衣机以
高档不锈钢材质缔造质感箱体，再
搭配特制高级铝材机门框、 旋钮，
使整体看起来简约又不简单。而机
门窗采用纯平浮法玻璃材质，又为
整机增加一丝神秘与优雅的韵味。
同时， 又以五炮筒仪表盘UI设计、
轮毅式内筒、自动弹开式“呼吸”机
门等创新式设计，极大提升机体的
艺术感与性能，让用户获得极佳使
用体验时，也彰显不凡品味。
以技术创新 开启新精致主义生活
松 下 ALPHA 阿 尔 法 洗 衣 机
的nanoeTMX纳米水离子技术释放

出的纳米水离子可至衣物纤维深
处，能够有效去除细菌，除菌率高
达99%以上，同时消除衣物上的烟

味、火锅味等顽固异味，让用户的
生活更干净与清新。同时，其更是
搭载Ag+光动银双重除菌技术，

即使在常温状态下也能实现高效
除菌，为健康生活构筑新的“护城
河”。此外，其双极除螨技术能高效
除螨，除螨率达到98.56%，让过敏
性皮炎、哮喘、肠螨病等远离我们
的生活， 守护用户的高端品质生
活。
在消费升级趋势下，松下ALPHA阿尔法洗衣机以技术创新和
艺术化外观创新为用户提供了高
端洗护生活的解决方案，让消费者
感受到品质生活之美。 回望近几
年，洗衣机行业的发展已陷入创新
瓶颈，而高端洗衣机品牌松下洗衣
机围绕消费者需求， 通过技术创
新，为消费者打造了更具生活品质
的家电产品，拉开新精致主义生活
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