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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我国芯片银行卡的使用将告

别“刷”卡转向“插”卡，明年将逐步停止新

发磁条银行卡。银行卡换“芯”正在加速，

然而全国银联磁条标准卡存量达34.42亿
张，如此浩大的换“芯”工作该由谁买单？

应当怎样推进？

磁条卡先天不足
易复制盗刷频发

在人们享受刷卡的便捷之时，频频发

生在身边的盗刷却威胁着每个人银行卡

资金的安全。

浙江绍兴居民卢女士今年 8月 23日

在一家超市刷卡结了 65元的账，三天后

她还在梦乡中时，卡里近 5000元钱被提

取，而卡就在身边。一个月后，案件告破，

原来是超市收银员在她刷卡时复制了磁

条，偷窥了密码。中招的有20多位顾客，

少的损失几百元，多的损失数万元。

由于磁道信息易被复制的先天弱点，

伪卡盗刷成为银行卡犯罪重灾区。全国

公安机关每年破获的银行卡犯罪案件数

以万计，银行卡犯罪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

数以亿元计。数据显示，伪卡已成为信用

卡欺诈排名第一的原因。在去年上海市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金融犯罪案件中，信

用卡诈骗罪占近九成。

中国银联资深风险专家王宇介绍说，

磁道信息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测录器等

方式收集复制出伪卡，发生卡在身边但被

盗刷的事件。而芯片卡具备密钥加密技

术，加密信息随机生成，目前在全球范围

内还未发生过芯片银行卡被复制导致伪

卡欺诈的实际案例。

“芯片卡较磁条卡在安全、多应用等

方面优势明显，建议持卡人尽快更换。”央

行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根据央行部署，

10月底前全国POS机将关闭芯片银行卡

降级交易，也就是说，同时带有芯片和磁

条的银行卡今后将只能插安全性高的芯

片而不再刷安全性低的磁条。而从明年

开始，在经济发达地区，新发行以人民币

结算的银行卡应为芯片卡。

换“芯”成本以百亿元计
谁来买单？

芯片银行卡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大家

准备好了么？

央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POS 和

ATM终端支持芯片卡的改造率分别达到

99.6%和99.5%，芯片卡已经成为新发银行

卡的主流。

“关闭芯片卡降级交易的条件目前已

经具备，不会影响持卡人正常消费。”中国

银联市场部助理总经理刘剑说。

芯片卡的运用环境已经基本具备，然

而换“芯”的费用问题却没有明确说法。

目前芯片卡的成本每张8到10元，是磁条

卡的10倍。近34亿张磁条卡要换成芯片

卡，成本将数以百亿元计。

银行卡换“芯”应由谁来埋单？银行

与消费者各执一词。

记者在北京金融街周边的多家银行

营业部了解到，换“芯”一般要收取3至20
元不等的工本费。例如，工行只免费为四

星级以上客户磁条卡升级为单芯片借记

卡。招行对普卡换“芯”收 10元工本费，

只有金卡和金葵花卡免费。在换“芯”问

题上，银行显然更多考虑的是系统升级、

制作芯片所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

“要是换芯片卡收钱，我肯定不换。”

重庆大学本科生张骏逸说，换卡本来就比

较麻烦，收费就更没动力。

张骏逸的态度可以代表大部分消费

者的心声。北京市民李岳表示，“这钱当

然应该银行出，银行每年从银行卡客户这

里挣得的钱可不少，换卡应该是服务客户

的一部分。”

“安全是金融支付交易的生命线。换

‘芯’是为了堵住漏洞、更加安全，成本理

应由银行来承担。”作为银行和消费者外

的第三方——银行卡收单机构易宝公司

首席执行官唐彬看得清清楚楚。

磁条卡存量巨大习惯已成
换“芯”推进要靠谁？

上月底，北京市民刘女士收到银行发

送的关闭芯片卡磁条交易的提示短信后

有些困惑：“商家都刷磁条，芯片能用么？”

经过近 30年发展，磁条银行卡的普

及已达到平均人手两张半的程度，“刷卡”

已成为习惯。如今换“芯”升级不仅要消

化近 34亿张磁条卡的存量，还要改变长

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两项艰巨任务要靠谁

来推进？

“对于存量巨大的磁条卡，将采取自

然淘汰的方式，逐步引导商业银行开展磁

条卡更换芯片卡工作，不会影响磁条卡的

使用。”央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

以中国之大、发展之不平衡，自然不

能一刀切、急于求成。尽管大的原则是

“采取自然淘汰的方式”，但若真按目前一

些银行的计划，等客户原有磁条卡到期后

再升级为芯片卡，卡片有效期内的三五年

间刷卡安全谁来负责？

作为发卡方，银行理应用更加积极的

态度推动银行卡换“芯”。中国人民大学

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认为，银行有

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提醒消费者，但

目前换“芯”提示、督促不足，收费标准更

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

商家对银行卡换“芯”也责无旁贷。

业内人士指出，刷卡还是插卡，主要不是

消费者决定的，是商户特别是收银员决定

的。要加强对收银员的培训和约束，改变

多年来养成的刷磁条习惯。

唐彬建议，银行可以采用换卡有奖、

双倍积分等更多的营销手段去激励客户

进行银行卡的升级。营造更安全、便捷的

支付环境需要银行、收单机构、商户和消

费者的齐心协力。

（新华社）

34亿张银行卡待换“芯”谁买单

第 116届广交会一期展 10月 19日落

下帷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8日，本期

广交会与会采购商 96393人，与今年春天

第115届广交会第一期101198人相比有所

下降，但与去年同期的第 114届广交会第

一期 92149人相比，则有明显增长。鉴于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本届广交会

又面临埃博拉及登革热等疫情双重压力，

在此形势下与会采购商同比还能有较大幅

度上升，这对处在转型中的广交会无疑是

一个利好消息。而本届广交会一期展所显

露的问题也值得每一个出口企业深思。

新兴市场值得期待

参加本届广交会的广东格兰仕集团微

波炉外贸部总经理王昌银介绍说，就今年

外贸出口订单来看，欧美等传统市场都有

一定增长，但公司外贸出口增长的重点在

新兴市场。格兰仕今年在印度、巴基斯坦

等新兴市场均有10%左右的增长。

多年来，欧美市场是我国外贸出口主

要地区，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市场一

直不振；我国出口企业对新兴市场一直寄

予厚望，但如何有效开拓新兴市场，却是一

件难事。记者在广交会展馆与多家企业交

流时发现，受各种因素影响，成功开拓新兴

市场的企业并不太多，欧美传统市场仍然

是他们倚重的重点。

王昌银表示，新兴市场与传统市场相

比有许多新的特点，如对价格的敏感度，还

有交期、设计、产品定位等都与传统欧美市

场不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首先是要进

入这个市场，其次可以考虑以品牌经营的

模式运行，毕竟与传统的欧美市场相比，中

国自主品牌在新兴市场具有更多的机会。

格力电器副总裁望靖东介绍说，目前

格力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全球 100 多个国

家，格力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市

场占有率第一的空调品牌。据悉，格力在

马尔代夫建有格力空调专卖店，在俄罗斯、

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家也有明显的品牌

优势。在新兴市场，中国企业拥有更多的

空间。

“概念”设计提升吸引力

在本届广交会第一期展会中，格力电

器把自己所有的家底都亮了出来，展出的

产品涵盖了家用空调与商用空调的各类机

型。这些空调应用了格力近年来研发的多

项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代表着格力空调

技术的最高水准。

而另外一家家电企业美的，却集中展

出了智慧家居、前卫洗衣机等一些“概念”

型新品，这些“概念”产品的出现，成为本届

广交会的亮点。美的集团家用空调事业部

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刘敏介绍，本届广交

会上，美的展示的新品比往届多，不仅仅陈

列产品、促成交易、拿订单，更开始注重新

产品、新设计、新概念的展示。

近两年，家电行业已发生改变。对于

家电产品，顺应当前网络技术时代，人们提

出智能化、网络控制等新需求。空调能自

动调节室内温度，洗衣机感知衣物材质重

量自动投放所需洗涤剂量，冰箱发出过期

食品警示信息等。美的展示的智慧家居，

通过移动终端实现远程对家用电器的整体

网络控制。

刘敏介绍说，通过新技术运用和跨界

的设计创新，中国家电产业也开始了“概

念”产品的尝试，这些产品深受海外客户的

欢迎。在当前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设

计创新”成为提升“中国制造”吸引力的重

要途径。

机电产品出口压力需正视

为期5天的广交会一期展集中展出我

国外贸出口优势产业，展出范围包括大型

机械及设备、摩托车、汽车配件、化工产品、

五金、家用电器、电子及数码产品等，其中

机电产品是最重要看点，它的出口状况代

表我国外贸状况的基本面。

然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受全球经济不景气、需求放缓等

因素影响，截至 10月 17日，本届广交会机

电产品累计成交 6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有所下降。这其中家电和电子消费品成交

占比下降，成交额较大的产品中，工具类产

品、日用五金和照明设备成交额均分别增

长7.2%、34.7%、21.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 5.07万亿元，下降 0.5%，占出口

总值的 55.7%。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

口 2.16万亿元，下降 5.2%。机械设备一直

是我国出口商品中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之

一，但缺乏自主出口品牌的现实与机电产

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不符，这个问题在十年

前就已提出，目前并未有根本改观。

华裕电器产品经理陈金广介绍说，“价

格”是个很脆弱的合作平台，因为“低价”与

你合作的客户，价格一有变动即可离你而

去，而通过“品牌”建立的合作关系则要牢

固很多。 （人民日报）

磁条银行卡升级为芯片卡的步伐正在

加快。然而，一些银行却转嫁换卡成本，要

么通通由顾客花钱，要么只对一定星级以

上的顾客免费。这种让顾客对换卡买单的

做法引起争议。

银行很重要的一个利润来源就是客户

的存贷利息差，是拿着顾客存到银行的钱

去下“金蛋”。从这个角度来说，客户是银

行的生命之源。而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

涵养自己的财富水源，是银行必须承担的

重要责任。

对银行来说，芯片卡升级并非不可承

受之重。据了解，目前每张芯片卡的制卡

成本是8元至10元，是磁条卡成本的10倍

左右。但是，不少银行在招揽信用卡客户

的时候，所赠送的礼品都远高于10元。要

揽客就舍得花钱，而为了客户资金安全的

几元换卡成本都舍不得出，实在让人难以

理解。

针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政策，同样说

不过去。客户资产有差别，享受区别化的

服务当然有理。殊不知，升级银行卡以保

证客户资金安全，是所有客户都应享受的

底线服务。难道仅仅因为客户的资金量

小，就可以让他们的资产处于不安全境地

吗？一些银行提出对优质客户或一定星级

客户免费更换，对资金量少的客户换卡仍

坚持收费无疑是自作聪明，自找托词，这样

的做法非常荒唐。

一个无视自己安全服务的根本责任，想

方设法从客户身上攫取利润的换卡服务，照

出一些行业企业多少的娇惯，透出相关行业

企业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何等的淡漠。

被认为“利润丰厚、日子舒坦”的银行

业不应只盯着卡片升级换代这点“小钱”，

理应“算大账”，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

些。踏踏实实做好为顾客免费换卡这样的

基础性服务，才能赢得顾客更多信任，换来

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新华社）

换卡成本凭什么让顾客买单？

本届广交会一期与会采购商人数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

“中国制造”如何持久发力

为推广使用芯片银行卡、增强交易安

全，中国人民银行要求2015年起逐步停止

新发磁条卡。为迎接银行卡“芯”时代，各

家银行纷纷出台相关举措。

工商银行：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已全面

停止磁条借记卡的新发，存量磁条卡仍可继

续使用。换卡政策方面，一是免费为四星级

以上客户磁条卡升级为单芯片借记卡。二

是优化保号换卡服务，目前工行约九成左右

的银行卡支持办理“换卡不换号”业务，具体

政策需要询问当地分行。办理手续方面，持

卡人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借记卡到发

卡银行指定营业网点办理申请手续。

建设银行：明年起新发卡全部更换为

芯片卡。已有磁条卡换“芯”，需持卡人本

人携带磁条卡及有效身份证件，到建行开

卡网点办理即时换卡手续。同时，建行系

统支持磁条卡同卡号预约换领芯片卡功

能。建行就芯片卡换卡工本费给予分行下

浮权限，分行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或针对

不同客户群体减免换卡工本费。

交 通 银 行 ：对 于 卡 号 前 六 位 为

“622260”的磁条卡，推出“换芯不换号”服

务，新换的芯片卡保持原磁条卡的卡号、所

有业务功能和签约关系，让客户换“芯”无

忧。交行借记卡持卡人，持本人有效实名

证件和磁条借记卡，在该磁条借记卡所属

分行任一网点柜台，均可将磁条卡更换为

芯片卡。对置换的沃德卡、交银理财卡、薪

金卡、尊享薪金卡、年金卡等芯片卡，交行

均免收卡片工本费。

招商银行：对于持有招商银行磁条卡

的存量客户，主动邀请客户前往网点进行

更换，同时对于前往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

也会建议客户对卡片进行更换。招行芯片

复合卡的收费标准为普卡收取10元工本

费，金卡和金葵花免费，各分行也可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进行优惠或有条件减免。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今年9月1日起

陆续开展磁条卡升级芯片卡工作并将于年

底前完成。升级之后，新发行的信用卡为

芯片卡，不额外收取客户费用。对于已发

磁条卡，在卡片有限期内继续正常流通使

用，待卡片有效期届满后，将给客户免费换

发同款芯片卡。 （新华社）

各家银行换“芯”措施
漫画：换“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