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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金融服务
“菜单”
升级

告别
“免费午餐”
时代

下月起，
微信信用卡还款
每笔收取0.1%手续费
如今，大家对于微信钱包收提现费早已习惯。本周记者从微信官方渠道获悉，继去年 11 月宣布信用卡还款额
度超过 5000 元部分按 0.1%收取手续费后，微信支付再次宣布：从今年 8 月 1 日起，将对每笔微信信用卡还款金额
收取 0.1%的手续费，手续费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时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从超出部分额度进行收费到全面收
费，这意味着微信支付逐步告别免费，进入到用者付费的时代。
记者 梁展宏

8 月 1 日起，
每笔信用卡还款将收取 0.1%手续费
记者了解到，微信信用卡还款是
腾讯财付通与各大信用卡中心联合推
出的第三方还款平台，目前共支持 52
家银行的信用卡还款。去年 12 月 1 日，
微信开始对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
还款额超出 5000 元的部分按 0.1%进行
收费（最低 0.1 元），不超过 5000 元的部
分仍然免费。而根据本周微信官方公
布的最新还款收费标准：自今年 8 月 1
日起，每笔还款按还款金额的 0.1%进行
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 2
位，最低 0.1 元）。手续费在用户进行

记者观察

还款操作时，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
对于此次手续费调整，微信官方
解释称，由于每一笔还款背后都会产
生支付通道手续费，为了使广大用户
享受部分免费的产品体验，腾讯财付
通一直在投入成本进行手续费补贴。
近年来，随着信用卡还款业务的快速
发 展 ，通 道 手 续 费 成 本 也 在 迅 猛 增
长。为了适当平衡成本和可持续发
展，微信选择对业务规则作出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
“覆盖成本”这一理由，
此前也出现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相继

宣布提现收费的公告中。
不过记者同时留意到，本次微信
公告显示称，理财通铂金、黄金会员的
信用卡还款手续费全免，可以继续享
受全免政策，其中，
“爱定投计划”固定
转入 500 元以上的用户同样也可以继
续享受免费还款服务。对此，业内人
士分析称，与早前微信钱包提现的做
法相似，这一规定明显是腾讯想向腾
讯理财通引流，想让资金更多在微信
自有体系内流转和消化，从而为腾讯
带来利润。

手机银行、
支付宝等渠道暂时免费

随着微信钱包又一服务的收费，
这意味着又一功能将告别“免费午餐”
时代。不过记者了解到，面对微信的
新规，目前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的支付宝暂时未有相应跟进。此外，
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 PP 信用卡还款
也是免费。譬如，目前建行、招行等手
机银行 APP 的信用卡还款以及还他行
信用卡都是免费。
“之前我是使用微信还款，但微信
从去年 12 月开始收费后，我就下载了

一站式出国留学体验

广发银行
本周六举办
金融产品发布会
商 报 讯（记 者 梁 展 宏）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广大留
学家庭留学金融服务需求，
提升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认
知，带来最新留学的形势与
政策，广发银行携手新东方
中山学校举办——《广发银
行·新东方 2018 留学白皮书
及广学天下留学借记卡发布
会》，将于 7 月 7 日（本周六）
在西区喜来登酒店举办 。
据介绍，如今，出境人数
每年增速超过 10%，越来越
多的家庭选择将子女送往国
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本次活
动特邀新东方前途出国总经
理严菲菲等多位专业人士到
场，面对面分享英联邦与北
美留学形势，揭秘雅思托福
高分技巧。现场更有海归精
英顾问与校方代表，为市民
解读美国、英国、澳洲等各国
留学差异。与此同时，为解
决广大留学家庭的金融服务
需求，广发银行发布“广学天
下”留学借记卡。该服务项
目通过一站式的全面优质服
务，为客户量身订做一系列
出国金融套餐 。

手机银行 APP，虽然没有微信方便，但
通过 APP 还款、转账都免费。”建行信
用卡用户古小姐向记者表示，因为微
信可绑定的功能越来越多，尤其信用
卡还款特别方便，所以她之前一直使
用微信进行还款。不过随着收费的开
始，信用卡还款额经常在 1 万元以上的
她觉得无端端被扣 10 多块钱并不划
算。相比之下，现在只需登陆手机银
行进行相关操作就可省钱。
“持卡用户通过各家银行的手机

银行还款所涉及的成本，在银行可以
覆盖，加上目前各家银行都在加大手
机银行 APP 的普及力度，因此，短期内
手机银行 APP 对信用卡还款收费的可
能性较低。”兴业银行中山分行综合部
总经理魏晓雨向记者表示，
面对微信信
用卡还款收取手续费，她预计，黏性比
较高的用户还是会选择继续使用，
但对
价格较为敏感的用户则会选择其他免
费途径。对于银行来说，
相信这会是一
个客户回流和增加的机会。

沈如军：
智慧化转型
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日，
交通银行副行长沈如军出席 2018 中国金融科技
发展论坛并发表讲话。
数字化、
智慧化是金融业发展必然趋势
沈如军指出，数字化、智慧化已成为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融作为整个社会
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
也必将面临着从服
务方式到服务体系的大变革。
目前，传统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已由
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过渡到金融科
技阶段，以新兴技术向金融活动的各个
领域、环节渗透为特征，实现营销方式、
服务体系、风险防控、日常管理等创新，
带来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和产品，
从而对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
影响。
金融企业想要应对市场竞争，适应
形势变化，满足内在发展需求，就必须应
用金融科技扩展服务方式，创新业务模
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丰富
风控手段，树立数据是第一资产的经营
管理理念，形成具有特色的数字化、智慧
化经营能力。
金融企业数字化、智慧化实施路径
沈如军还指出了金融企业实现数字
化、智慧化转型的三步走战略路径。以
实现数字化为起点，从内部数据整合、政
府及监管数据对接、外部企业数据合作
三个方向，完成各类信息收集，建立数据

内在联系，实现服务体系全流程数字化
运营。围绕实现全时全域服务体系，建
立具备高性能、高可用、可伸缩、易扩展
等特点的技术支持体系，在任何时间、地
点，以多样化方式为客户提供主动、先
进、可信赖的金融服务。以实现服务体
系智慧化为目标，利用认知计算、深度计
算等技术将“数据”转换为“知识”，嵌入
到客户服务、业务处理等经营管理的各
个环节；利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新兴
技术构建人机交互闭环，最终建立“能听
会说、能看会学、能理解会思考”的系统
智慧服务体系。
据悉，交通银行已在业内率先实现
了用户、客户、额度、权限、渠道、报表、界
面、任务中心“八大统一”管理，形成全集
团业务经营一体化管理模式，为数字化
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5 月 31 日，交行
正式启动新的集团信息系统智慧化转型
工程，以保持 IT 架构体系的先进水平为
基础，以打造数字化、智慧型交行为核
心，以持续提升集团的服务能力、管理能
力、综合竞争能力为最终目的，是用智慧
化手段推动经营管理的一项战略性工
程，对交行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是交
行提升竞争力和市值的重要举措。
梁杰

中山农商银行迎改制五周年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记者从中山农商银行
获悉，近期该行迎来了改制五周年的节点。自改
制以来，该行相继推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
银行，让客户享受到了网络实时查询、转账、理
财、贷款、预约排队和取现等服务。
针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客户延伸体验，近年
中山农商银行还推出了
“鲜特汇”
，
专门对接农户，
让市民购买到第一手新鲜农副产品。通过微信和
支付宝有二维码支付，中山农商银行则拥有聚合
功能的
“鲜特汇收银台”
，
无论用哪种支付方式，
只
要扫一扫鲜特汇收银台二维码都能完成支付。
市农商行表示，从改制到现在，中山农商银
行整个金融服务“菜单”已完成全面升级，金融服
务品类丰富。这当中包括成立微贷金融中心，推
出市民贷、生意贷等多款消费金融产品；推出“U
选理财”品牌，为客户提供管家式理财服务；推出
“留学易”产品，解决留学子女境外消费、取现、汇
学费等一系列问题；推出“一企一策”综合服务，
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成立科技支行，针对
科技企业特点量身定制信贷产品。接下来，市农
商行还将逐步推出一批创新产品和服务，以满足
市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消费需求。

知识产权助力企业品牌发展

世纪铭洋进驻盛景尚峰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7 月 3 日，广东迪兴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世纪铭洋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世纪铭洋）交楼进驻仪式正
式举行。这标志着该企业正式进驻东区盛景尚
峰紫马奔腾。
记者了解到，世纪铭洋是获得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备案的综
合性知识产权事务代理机构。全面为企业提供
国内外商标、专利、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知
识产权海关备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侵权诉讼、
知识产权培训等知识产权法律事务，为客户提供
集知识产权确权、维权、运用、交易、管理、项目申
报、提质增值、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评估等综合一
站式的专业服务，打造全面智能的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中心，每年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业务代理
量在稳居全省前列。

建行在第五轮银行业金融
机构安全评估中蝉联第一
近日，公安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对第五
轮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结果作出通报，建设
银行安全评估成绩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排名
第一。这是建行连续两轮位居五大国有商业银
行第一名，连续三轮蝉联工农中建四大行第一。
据悉，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是公安、银
监部门组织实施的，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管
理工作最权威评价，每两年组织一次。评估区分
营业场所安全、业务库保管库箱安全、运钞安全、
消防安全等 9 个方面，通过量化指标客观反映安
全防范情况，全面评价综合防范能力。本轮安全
评估是按照新修订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
标准》组织的首次评估，从 2016 年开始，2018 年 3
月底结束。
近年来，建行安全评估成绩保持稳中有升、
稳中向好态势，广东、河北、内蒙古、浙江、湖北、
重庆、甘肃、青海等 8 家分行连续两轮蝉联第
一。表明建行的“平安建行”创建取得重要成果，
安全生产基础不断夯实，安保科技转型发挥重要
作用，全行技防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引
领全行安全管理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