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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银行印发《关于
逐步关闭金融 IC卡降级交易
有关事项的通知》， 决定在
2015年我国银行停止新发行
磁条卡，关闭金融IC卡降级意
味着原本的磁条卡时代正在
缓缓落幕。

据记者了解， 大多数人钱
包里的银行卡都是传统磁条
卡，用卡时除了需要输密码、出
凭条、签字，也有可能出现被克
隆、盗刷的情况。如今，中国银
行银行卡已经换上了“芯”
装———芯片虽小却大有文章，
在保护资金安全的同时，还会
带来很多新奇的“芯”体验。

让客户少一份担心
让资金多一份安全

一张银行卡承载着一个
客户的信用和信息，但它同时
也代表着客户对于银行的信
任。客户在选用这家银行银行
卡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信息和
信用交给了银行。普通磁条卡
使用磁道来存储信息，存在容
易被克隆复制的缺陷，安全性
大打折扣。而且，磁条卡和手机
等物件放在一起，也容易消磁
导致存储信息丢失。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银
行卡部张政介绍，中行发行的
金融IC卡比磁条卡安全性更
高，IC卡芯片里自带操作系
统，相当于一个小型加密计算
机， 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
在推广使用IC卡后， 复制、伪
造银行卡的案件大幅下降。中
国银行正是用创新的精神不
断探索新的服务模式，让客户
少一份担心，多一份安全。

让银行卡多一些功能
让用户多一些便利

金融 IC卡的优势不仅体
现在安全性上，还具有一卡多
应用、消费更便捷的特点。

传统的磁条卡中只能有
一个账户，而芯片卡可以放多
个账户，支持多种功能，比如金
融IC卡的芯片里就装有一个
电子钱包， 自助充值后在POS

上轻轻一碰，就能有“拍卡”的
消费体验，不用再输密码、打凭
条，也不用签字，一闪即付，大
大提高了交易速度。 大学生王
通宇最近换了一张金融IC卡，
他告诉记者，自己通过ATM转
存了一些资金到电子钱包里
面，这样，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可
以轻轻一碰，拍卡支付，这种用
卡的体验十分新鲜。

同时，金融IC卡在抗折性、
抗压性以及抗磁性上均有了质
的飞跃， 使用寿命也比磁条卡
更长。 此外，IC卡的存储容量
大，可以把多种行业应用都加载
进来，把医保、门禁、公交、会员、
积分等多种信息、多种应用集合
在一张卡上，实现一卡多用。

让企业多一种选择
让管理多一些轻松

大型企业、 政府机关为提
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方
便员工日常工作和生活， 普遍
具有发行企业IC卡需求。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以金融IC信
用卡为载体，创新产品和服务，
为多家企业提供了企业园区一
卡通的解决支付方案。 把工资
卡、就餐卡、班车卡、门禁卡等
多种功能集合在了一张小小
的芯片卡上，改变了公司园区
各种供应商的管理、运营、结算
模式， 减轻公司行政管理部门
的工作压力， 节约了企业的资
金成本投入。

“有很多单位，内部是有食
堂、公交的，你可以拿着IC卡去
吃饭、去坐车、去取款，也可以
到外边去刷卡，这样，你就会发
现它是一张对生活来讲， 吃住
行都可以解决的一张卡， 这就
是多应用。 这方面我们能做到
在行业方面第一。”中行的一位
负责人如是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周玉婷

端午节假期就要来临，按
照惯例，放假期间股市也会休
市。这时候将资金留在证券账
户上、持有大量现金、活期储
蓄这些显然都是不合算的。高
明的理财者， 可以早作打算，
进行其他投资以提高收益。比
较起来，收益全年无休，变现
全年无休，货币基金在假日投
资理财方面确实具有很大的
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大

货币基金端午节前也有投资
技巧，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再申购， 则享受不到假期收
益。理财专家建议，应在5月29
日下午三点前申购汇添富现
金宝， 可以享受假期收益。而
在5月30日最后一个工作日
申购或转换转入的货币基金
不享有该日和整个节假日期
间的收益。

■记者 黄文成

5月24日晚，超级大乐透
第14059期开奖，这是超级大
乐透1.5亿元大派奖活动进行
的第8期， 当期全国喜中6注
一等奖，每注奖金865万多元
（含派奖奖金151万多元）。我
省喜中1注一等奖，出在岳阳

市85514体彩投注站。 据了
解， 这是今年我省中得的第
10个500万元以上体彩大奖。
当期我省彩民还中得9注7万
多元的二等奖，其中有4注进
行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到追
加奖金4万多元。 ■蒋晓琴

5月24日，招商银行2014
年“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
大赛长沙赛区张维大师班讲
座在湖南音乐厅开讲。 次日，
本次大赛长沙赛区开赛，儿童
A组、B组与少年A组、B组的
初赛第一名晋级总决赛。届
时，全国共将有超过160位钢
琴小天才在总决赛上展开精

彩的巅峰对决，获胜者将获得
“金葵花”奖杯、证书及最高价
值一万元的奖金、奖品。

总决赛期间，参赛选手还
可能获得与国际钢琴大师郎
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亲身感
受钢琴巨星的风采。

■通讯员 谢华兴
记者 潘文秀

近日，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
上海市分局举行的“自贸试验
区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试点银企签约仪式”
上，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成功
与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交
通银行正式成为上海自贸区首
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
项目首批实施银行。

据悉 ， 此次跨国公司总
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
点， 是外汇管理支持上海自
贸区发展的重要举措， 主要
包括创新跨国公司账户体
系、简化单证审核、便利跨国
公司融通资金和资本金意愿
结汇等， 可以有效提高跨国
公司资金营运效率， 减少汇
兑损失。

针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
中管理政策的试点， 交行前期
已在合规管控、系统开发、流程
改造、 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了
积极准备， 并为跨国公司精心
设计外汇资金集中管理、 境内
外成员资金融通便利等客户服
务方案。 交行将根据跨国公司
差异化的需求与业务试点推进
进程，不断丰富完善服务功能，
确保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成
功经验。

交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 该分行将依托国
际化经营优势，遵循自贸试验
区突破创新的改革思路，严格
按照外汇管理政策规定的便
利措施办理相关业务，继续为
自贸区企业提供优质跨境金
融服务。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蔡平

近日，省老龄办与中国人
寿湖南省分公司联合印发了
《关于共同推进老年人意外保
险工作的意见》，在全省联合推
广老年人意外保险， 开启了湖
南省老年人意外保险的先河。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
此次推出的针对老年人的意
外保险， 不仅承担各种外来、
突发、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
观事件致使的意外伤害，而且
增加了公园、博物馆(院)、公共
体育场馆等12种公共服务场
所，养老管理服务中心(站)等
六类养老服务单位， 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举行的老年人
公益活动，以及公交车、出租
车、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所发生的意外伤害保障责
任，保险服务更全面。

这份保险参保对象为
55-80周岁女性和60-80周
岁男性。目前北京、山东、辽宁
等地实施的保险大多是针对
60-80周岁的老年人， 湖南推
出的保险扩大了女性的年龄范
围， 且突破了非本省户籍不能
办理的惯例， 在湖南生活的外
埠老人也可以成为参保对象。

每份老年人意外保险组
合方案保费为30元， 最高可
获3.2万元的保障， 其中一般
意外伤害金8000元， 意外住
院医疗金2000元 ；“三个指
定” 意外伤害金20000元，意
外住院医疗金2000元。 每份
组合方案最多投保4份， 最高
保额可达到12.8万。

■通讯员 郭萍 钟俏
记者 蔡平

交行签署自贸区首批
跨境金融合作协议

5月26日，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正式获得总行授权， 在岳
阳市分行试点开办再生资源增
值税退税托管账户质押小企业
贷款业务资格， 成为全国邮储
银行首家开办该项业务的一级
分行。

据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小
企业金融部总经理谢建国介
绍， 该项贷款是指邮储银行为
满足再生资源企业增值税退税
未能及时到账而出现短期流动
资金周转困难， 在对增值税退
税账户托管及应退未退税款质
押前提下， 向再生资源企业提
供的短期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

目前已有十余家企业递交
了该项融资申请， 预计放款金
额将达到数亿元。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晏鄂龙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开办退税质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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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在湘推出
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招行“金葵花”杯
少儿钢琴大赛长沙开赛

端午前投资现金宝
假期收益享不停

大乐透1.5亿元大派奖
湘彩民喜中865万元

永州彩民勇夺双色球头奖513万元

5月25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4058期开奖， 红球开出
02、03、12、13、14、25， 蓝 球
开出11。 这组幸运数字为全
国带来了38注一等奖， 单注
奖金高达513万多元。我省中
得其中1注，中奖站点为永州

道 县 月 岩 中 路 208 号
43116002站点。 本期全国还
开出了213注二等奖，单注奖
金3万多元， 我省中得其中3
注。本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为3554万元。
■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钟琪

市民在中国银行办理金融IC卡。 记者 梁兴 摄

磁条卡将告别历史舞台，银行积极发行金融IC卡

中行金融IC卡：“芯”生活，“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