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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刘锋 魏光梅 王锦 付雪峰 李连江
二等奖：
王磊 张雯超 张红霞 周丽 梁凯 刘静 李柯 李燕 李峰伟

黄凤华 孙朝旭 刘亚秋 杨茂顺 周升霞 王红静
三等奖：
胡校席 杜体勇 胡广彬 鲍红 付红卫 樊令起 杨建华 赵晓

利 董奉华 李刘景 李攀 房振 李运玲 刘雪臣 张支军 焦增臣
刘雪云 张春荣 刘小平 焦峰修 刘坤华 刘巧个 周强 陈冬冬
王帅 吕艳春 李真真 王娟 张景普 任梅 王丽娜 王林 董淑

娟 杨媛媛 李兆杰 姜帅 满淼 田朔 刘庆利 段爱玲 刘翠梅
谢军 汤庆敏 赵腾 吴庆丰 戴诗武 李君 谢汉龙 谢菁菁 张康

孙伯领 冯冬青 代诗荣 李爱云 李瑞 谢园林 戴文腾 李连萍
李伟 王崇印 于嵩 荣文秀 孔令巧 杨月秀 曹娟 乔文峰 曹

玉林 赵振娣 王天瑞 刘新春 刘磊 曹伟 钟霞 张敏 吕美莲
杨悦 孔德霞 史璐萍 林璐 刘妍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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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济宁市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有奖问答获奖名单

本报讯 近日，建设银行济宁
分行成功举办“名家之约”主题活
动暨省分行“财富保”优选项目推
进活动。市分行李波副行长、太平
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董学军副总
经理全程出席了本次活动。建行私
人银行级客户，公司部、机构部、小
企业中心客户等共计30余位客户
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博育金融技
能研修院曾志尧院长为客户进行
授课。曾院长以自己多年来的授课
经验和服务于富裕人士的经历，为
大家分析了第三次经济转型下富

裕人士面临的潜在问题和风险，深
入浅出的讲解了未来7个变局对富
裕人群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向高
端客户传授了财富保障与传承的
理念与方法，激发了客户的兴趣，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太平人寿
山东分公司优秀讲师张聪女士在
总对总签署的“财富保”项目中优
选出三款产品向客户进行了细致
的解读，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可以满
足其健康、家庭资产保障、保全、传
承等多重需求的规划。同时，会后
还针对意向客户进行了一对一的
交流答疑。 (季现辉)

济宁建行举办“名家之约”主题活动

10月24日，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
行对160家在“中国银行杯”跨境人民币
业务有奖问卷调查活动中获奖的企业进
行了表彰。为宣传跨境人民币结算优势，
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自今年5月开
始，面向济宁市进出口结算量100万美元
以上的企业，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有
奖问卷调查活动。此次活动共收到483家
企业答卷，其中有效答卷420份，企业参
与率92 . 7%。此次抽奖仪式从有效答卷
中随机抽取了160名获奖企业，其中一等
奖10名，二等奖50名，三等奖100名。

（本报记者 李淑冉）

颁 奖

磁条卡盗刷
让“换芯”势在必行

人们在享受刷卡的便捷之时，
时常发生在身边的盗刷却威胁着每
个人银行卡资金的安全。

有媒体报道，浙江绍兴的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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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伪卡
已成为信用卡欺诈排名第一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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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银行卡在身边却被盗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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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人民银行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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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卡“换芯”
谁买单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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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银行
卡换“芯”一般要收取10至20元不等
的工本费，有些银行银行卡“换芯”
不收费或年底前更换不收费，有些

银行特定的银行卡“换芯”不收费。
银行卡换“芯”应由谁来买单？

银行与消费者各执一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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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更换
芯片卡向消费者收钱，我觉得并不
合理。”市民张先生说，换卡本来就
比较麻烦，收费就更没动力。

张先生的态度可以代表大部分
消费者的心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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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卡应该是银行更

好服务客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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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彬说得清清楚楚。

专家：
银行应积极推动换“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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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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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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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行行卡卡““换换芯芯””箭箭在在弦弦上上
商业银行不愿无条件买单

本报 综合

你口袋里的银行卡是磁条卡还是芯片卡？用卡时是刷卡还是插卡？很多人往往忽略的一些细
节，其实关系到你的资金安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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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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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工商银行鱼台支行
通过采取强化管理、规范操作、加
强宣传指导等举措，进一步加强
自助业务管理水平，满足居民客
户对自助办理金融业务的需求。
自8月份以来，该行ATM机日平
均业务量高达850笔，出钞金额日
均达50万，正常运行率达到99%
以上。

ATM 自助设备是分流客
户、缩短客户等候时间、减轻柜

面压力的重要途径，是给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保障。据悉，
该行为有效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指定两名责任心极强的同志负责
ATM管理。ATM专管员定期为
ATM设备进行除尘维护，使自
助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时时查看ATM库存情况，提前
准备充足，做好加钞计划，安排
好加钞时间，熟练掌握加钞步骤
和方法，规范流程，最大限度地

缩短加超时间。
同时，该行通过多种方式，向

持卡客户宣传介绍银行卡基本知
识与用卡常识，宣传ATM的功能
和作用。大堂经理、值班主任积极
向客户宣传介绍ATM的功能，并
主动对客户进行现场指导操作，
形成柜台内外密切配合的现象，
减少客户的等待时间，提高ATM
的运行率，同时提高客户满意度。

(贾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网点
营业环境，给客户提供更加舒适、
便捷的金融服务，中行济宁分行在
全辖开展网点视觉形象检查工作。

此次视觉形象检查，主要查看
各营业网点门头、自助银行标识是
否整洁、规范，门楣、LED屏、灯箱
等夜间亮化是否正常；LED宣传语

显示是否完整，宣传海报、易拉宝、
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是否摆放符
合要求；运用VI制作广告画面、宣
传品、办公用品是否规范，中英文
标识是否使用规范。经检查发现，
济宁中行全辖各网点门头整洁、标
识规范，符合相关要求。

(任君钊)

济宁中行开展网点视觉检查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现金运
行工作质量，完善现金金融服务，
中行济宁分行高度重视，扎实做
好现金运行管理工作，为全辖网
点现金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今年现金物流包装袋周

转不及时的情况，及时回收现金
物流包装袋。同时加大本外币券
别调剂，满足网点客户需求，累计
提取投放1角、5角零钞319万元，
联系省行配送外币现钞7次，有效
满足了广大客户零钞、外币需求。

做好ATM清机运行管理，提
高设备开机率和客户满意度。新
增离行式ATM服务网点1处，截
止目前累计维护19处42台自助设
备，开机率保持在94%以上。

(和传培)

本报讯 为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客户体验，今年以来，中行邹
城支行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
念，多措并举，加强员工队伍建
设，切实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服
务质量，夯实了可持续发展根基。

邹城中行先后开展了员工风
采展示大赛、庆三八礼仪服务大
赛、庆五四合唱比赛、业务技能大

练兵等活动，丰富了员工业余生
活，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为打造“一专多能”的经营金
融服务，中行邹城支行落实重要
岗位员工轮岗交流和强制休假制
度，实行柜员、复核、出纳等重要
岗位员工的全面轮岗和全体员工
3-5个工作日的强制休假制度，疏
缓员工工作压力，提高员工工作

质效。
中行邹城支行将员工技能培

训作为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服务
效率的致胜关键，严明奖罚措施，
加大处罚力度，调动了全行员工

“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通过建章立制，达到
练兵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
提升员工业务素养。（张开科）

鱼台工行加强ATM管理服务大众

济宁中行提高现金运行质量

邹城中行加强员工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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