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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国货币， 做国际交
易”。 人民币保证金双向外汇
宝，中行首创！从此您只需用人
民币账户即可开展外币交易。
依托本币， 争锋汇海， 双向交
易，多空皆利！

黄金：本周金价大跌，整体
在1224-1248窄幅整理。中行双
向宝短线策略： 黄金长期依然
看跌， 若短线反弹可逢高继续
增持空单。

白银： 本周白银跌破短期
盘整水平19.5。 中行白银宝策
略： 除非19.50快速收回方可短

线博反弹，否则继续空仓观望。
美元： 在美联储紧缩和欧

银宽松预期背景下， 美元指数
整体强势未改。 中行双向宝策
略：继续逢高做空，以非美为主。

日元： 日元市场本周较为
平淡，属于横向盘整阶段。中行
双向宝短线策略：维持97-98区
间轻仓操作，直到突破。

澳元： 澳元周四小幅上扬。
陆克文将重任总理，属于利好消
息。 中行双向宝短线策略：以
0.914为止损逢低增持澳元多头。

欧元： 本周欧洲数据普遍

欠佳，欧元承压。中行双向宝中
线策略：前期1.32的空头短线获
利了结，中线仍可继续持有，下
移止损至1.31，目标1.285。

英镑： 预计英镑有进一步
回落空间。 中行双向宝短线策
略： 若第一季度GDP数据好于
预期，英镑短线将获得支持；否
则仍继续看跌。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
表所在机构。汇市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
汇交易员 方汐

… 汇市周评

黄金持续大跌，美元涨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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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相关工作要
求，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障客户
资金安全，6月26日，省行个金部、
法律合规部、银行卡部、国结部、
国内结算部、电子银行部、营业部
七部门联合开展“反洗钱”金融知
识宣传。

很多客户加入了咨询与学习，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记者在现场看
到组织人员积极向来营业部办理业
务的客户发放“反洗钱”金融知识宣
传折页和册子。并分部门从银行卡、
信用卡、集资诈骗、空壳公司、地下
钱庄等案例出发，让客户对“洗钱”
的常见做法、 危害等形成形象的认
识。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王新玉

刚拿到驾照不到3个月的
刘涛是个真正的新手， 开车上
路尤其紧张。前两天，在马路上
没注意就闯了红灯， 电子眼之
下“罚200元，扣6分”的处罚让
他不安。可是交警支队太远，一
直拖着也不是办法。“其实你不
用着急， 去公司隔壁的工行办
张牡丹交通卡， 就可以在网上
银行处理自己的违章信息了。”
看他在办公室里总是念叨，隔
壁办公桌的张俪忍不住说道。

据工行湖南省分行牡丹卡
中心经理伍宁介绍，牡丹交通卡
是省分行与湖南省交警总队为
简化交通违法处理过程、提升服
务品质而联合推出的银联品牌
人民币主题信用卡，“除具有工
行贷记卡所有金融功能外，还具
有交通行业应用功能”。

电子违章全部可以网上解决

对于工作极其紧张的白领
来说， 去交警支队处理自己的
交通违法记录、 缴纳罚款是一
件非常奢侈的事。 平时难得抽
出时间，周末又“办事无门”，很
多上班族对年内必须处理的交
通罚款违章不知如何是好。

“牡丹交通卡确实挺方便
的， 我昨天晚上在家就处理了
那条电子违章。” 刘涛说道，他
认为这种政银联合的交通卡对
上班族来说十分方便，“由于网
上银行24小时随时可以使用的
特性， 避免了去银行网点时需
要配合营业时间的苦恼。”

对于牡丹交通卡的便利，
伍宁说， 如果消费者不习惯网

银，在大部分工行的营业网点也
有生活缴费终端可以使用。“只
需持交通卡，就可以在终端机上
进行相关操作。”

据介绍， 牡丹交通卡可以
提供驾驶员、车辆的信息查询、
交通违法信息查询。 目前已能
缴纳电子违章的相关罚款。伍
宁还透露， 该卡将实现功能拓
展， 将来能够帮助持卡人完成
交警抄牌、 路边贴罚单等其他
罚款违章处理的罚款缴纳。

如果牡丹交通卡的持卡人
在工行网银或者自助终端上进
行了相关违法违章罚款的缴纳
和处理， 他不需要再亲自前往
交警支队进行相关处理。“这一
功能真是帮了开车朋友的大
忙，非常实用。”刘涛如此评价。

刷银行卡也能乘公交地铁

说起牡丹交通卡的关键
词，“交通” 二字自然是重头，但
谁也不能忘记它也是工行金融
卡。据了解，这张新卡具备人民

币贷记卡各项金融功能。
“牡丹交通卡是一张芯片

卡,”伍宁介绍，“与传统的磁条
卡相比， 芯片卡在安全方面更
具明显优势， 成为今后我国银
行卡的发展趋势。”

另外， 牡丹卡还具备一项
尤其“好玩”的功能，便是像公
交卡一样的电子现金功能，支
持小额的快速支付。 只要是和
工行合作的相关非接触芯片卡
受理功能，如公交车、出租车、
停车场、超市，还有未来的地铁
站、 轻轨站都将能实现快速支
付。“省去插卡输密码等繁琐程
序， 既能够给客户不同的刷卡
体验，也节约时间。”伍宁认为。

近日，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
的“2013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
坛暨最佳财富管理机构颁奖盛
典”在深圳举行。中国平安集团
旗下平安寿险、产险、资产管理
等多家子公司凭借财富管理方
面的卓越表现，分别斩获“中国
最佳保险理财机构”、“中国最
佳保险渠道创新机构”、“中国
最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等多

项大奖， 旗下平安银行亦凭借
卓越服务，收获三项大奖。

此次， 平安产险亦以保险
渠道创新方面的不俗表现收获
“中国最佳保险渠道创新机构”
大奖。2007年，平安产险首家获
准进行电销经营，5年来， 平安
车险电销保费持续领先 ，从
2007年的6.7亿元跃升至2012
年的285.3亿，电销渠道业务占

比从3.2%提高到近30%， 彻底
“颠覆” 了传统销售方式。2012
年 6 月 平 安 车 险 启 用 域 名
4008000000.COM， 首家推出
车险整合直销平台；2012年7月
平安新渠道发布“蜜蜂服务标
准”，基于“专业、便捷、实惠”三
大核心优势， 为车主提供标准
化车险服务。 作为电销行业领
导者， 平安电销始终坚持在经

营模式、运营管理、客户服务等
方面创新与突破。

据悉，本届“中国财富管
理高峰论坛”为第六届，在论
坛上发布的“最佳财富管理机
构评选”经由业界专业评审进
行综合推荐和选定，是目前国
内最为权威的财富管理年度
盛会之一。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王艳辉

交通违章缴费不用出门排队
购物乘车 银行卡嘀一声完成支付

2013最佳财富管理机构公布 平安旗下子公司斩获多项大奖

警惕洗钱风险
保障资金安全
———中行湖南省行多部门联合
开展“反洗钱”金融知识宣传

当下， 市民的日常金融生活需
求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尤其是
年轻一代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现
金存取款业务。 通过走访星城部分
银行机构， 记者发现长沙市民更大
一部分需求来自各种缴费、转账、汇
款以及小额支付等非现金类业务。
而现实生活中， 不少人为了缴纳公
共事业费来回在各城区间频繁穿梭
甚至还要在缴费点“排长队”，并对
此表示苦不堪言。

记者近日从交通银行湖南省
分行了解到，2013年1月-6月，该
行“交银自助通”机具已完成交易
近20万笔，缴费金额近亿元。据介
绍，该产品涵盖的功能包括：保险
服务、 快捷理财、 太平洋卡业务
（转账业务、账务查询、卡储蓄、信
用卡、修改密码、卡挂失）、银证业
务、基金超市、全国通汇款、存折
业务、个人贷款、代理缴费（已开
通银联卡代缴电信、移动、联通、
自来水缴费及电力、燃气、国安电
视等公用事业费）、服务和金融信
息查询等。

“交银自助通服务产品的研发
就是用来方便市民的， 该产品在国
内率先实现了银行非现金业务全天
候、自助式、社区化服务。”交行湖南
省分行电子银行部有关人士表示，
“加大电子银行金融服务和产品的
创新，能够将不少‘非现金业务’剥
离出柜台，缓解了银行柜台压力，同
时也能满足市民对方便、 快捷金融
服务的迫切需求。”

据透露，我省第一台“交银自
助通” 自助终端于2002年正式在
长沙投入运行， 随着近年在我省
布点机具的增加， 交易量也随之
迅速增长。据统计，该设备投入运
行以来， 已累计发生交易近千万
笔。目前，长沙市内200多台“交银
自助通”与其他多个自助银行、与
30余个营业网点以及手机银行终
端俨然形成一张庞大的便民服务
网， 不断为市民提供了贴心的金
融服务。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肖志芳

告别“排长队”苦恼
交行省分行打造便民服务网络

1、2013年度办理该卡可
享年费全免。

2、2013年度申办工行网上
银行送电子支付卡或U盾5折
优惠。

3、免费提供工行信使服务。
4、只需购买任意一家指

定保险公司的商业车险，便
可享受免费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和免费道路救援。

■记者 朱蓉

小贴士

牡丹交通卡相关优惠
及增值服务

（截至6月27日18时， 数据
仅供参考）

金融新体验

对于工作紧张的白领一族来说，通过网上银行缴费能节省不少时间。 (资料图片)

币种 钞买价
英镑 906.83
港币 78.46
美元 608.55
瑞郎 627.97

币种 钞买价
日元 6.0542
加元 568.63
澳元 552.3
欧元 77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