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各银行磁条卡换成芯片卡费用表
中国农业银行 免费

中国建设银行 原始磁条卡收费10元/张，二代磁条卡5元/张

中国银行 10/张

中国工商银行 四星级以上客户免费，四星级以下客户20元/张

招商银行 5元/张

齐商银行 免费

交通银行 免费

兴业银行 菁资卡免费，其他卡种10/张

恒丰银行 第一张免费，从第二张起15元/张

中国邮政储蓄 免费

东营银行 前三张免费，从第四张起10元/张

德州银行 第一张免费，以后10/张

潍坊银行 不需要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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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磁条条卡卡换换芯芯，，各各银银行行收收费费不不一一
每家银行有不同的优惠政策，工本费从0元到20元不等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璐琪 ) 用户手中的银行卡从
磁条卡换成芯片卡，可以有效
保障银行卡账户资金安全。但
芯片卡的制作成本较高，所以
在不同银行换取芯片卡所需的
工本费是不同的。记者走访滨
州的银行发现，每家银行对银
行卡“换芯”都有不同的优惠政
策，工本费从0元到20元不等。

落地滨州市的四大国有银
行中，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服表
示为了优惠用户，农业银行推
出免费更换磁条卡的活动，而
中国工商银行则需要根据用户
的星级进行判断是否收取工本
费，如果是四星级用户，可以免
费将磁条卡换成芯片卡，但是
四星级以下用户需要支付20元
工本费才能换成芯片卡。中国
建设银行针对用户持卡的种类
进行不同价位的收费，最原始
的磁条卡要收取10元工本费，
而二代磁条卡需要5元工本费。
中国银行的磁条卡换成芯片卡
需要10元工本费。

中国邮政储蓄、齐商银行
和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用户更换一张芯片卡不收取费
用，但是在齐商银行办理一张
芯片卡需要10元钱工本费。德
州银行、恒丰银行的工作人员
说，更换或者新办第一张芯片
卡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市民已
经有了一张芯片卡，从第二张

芯片卡开始就要收费了，德州
银行的每张芯片卡收费10元，
恒丰银行的每张芯片卡15元。
在东营银行更换磁条卡是免费
的，但是办理芯片卡是从第三
张开始收费，每张10元工本费。
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在
此行更换芯片卡需要20元工本
费，但是办理一张芯片卡存入
1000元时不收取任何费用。兴
业银行的菁资卡卡种要换成芯
片卡是免费的，其他卡种要换
成芯片卡需要10元工本费。在
滨州市潍坊银行办理银行卡的
用户就省了换卡的麻烦，因为
在滨州办理的潍坊银行卡都是
芯片卡。

记者咨询中国农业银行客
服得知，办理换卡保号业务需
要等待至少15个工作日才能收
到新卡。中国银行的客服表示，
将磁条卡换成芯片卡并保留原
来卡号需要20天到一个月的时
间等待新卡，但是记者在滨州
的中国银行了解到，目前滨州
用户还不能办理换卡保号的业
务。

其他银行也无法办理换卡
保号业务。德州银行客服表示，
用户可以向当地支行提出保留

原号码的申请，但是具体能不
能办理还需要看当地支行的情
况。兴业银行的磁条卡换芯片
卡可以办理相同卡号业务，但
是这种相同卡号业务也不是新
的芯片卡与原来磁条卡的卡号
完全相同，而是有个别数字有
变化，甚至比原来卡号多一位。

中国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
说，芯片卡和磁条卡使用不同
的号段，原来磁条卡的卡号在
芯片卡是不能使用的，所以还
不能办理换卡保号的业务。

办理“换卡保号”业务有点难

金金融融青青年年书书法法家家作作品品展展开开展展
泰丰汇美术馆展出金融系统10位青年书法家的50件精品力作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刘爱蓉 记者 郗运红 ) 11
日，由北京水墨公益基金会提
名，北京水墨艺术馆主办，泰丰
文化、《中国书画》杂志社等单
位协办，以中国书法家协会青
少年工作委员会为学术指导的

“中国金融十大青年书法家作
品展”在北京泰丰汇美术馆隆
重开幕。本次展览全面展现了
金融系统10位青年书法家的50
件精品力作。

本次展览的“中国金融十
大青年书法家”，展现出各具特
色的艺术风貌，并获得了较为
广泛的认可，他们是张拥军、张
利、黄平、薛兆东、谢军、孙建
明、刘文超、彭时军、黄正非、肖
慧。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铜彦，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院副院长高庆春，《中
华书画家》杂志副总编张公者
代表北京水墨艺术馆向十位青
年书法家颁发了提名证书和捐
赠证书。

当天，由中国金融书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韩启超主持的
作品研讨会同时举行。各位来

宾对十位青年书法家的艺术
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认
为，这十位青年书法家的作品
既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又有自
己的独特面貌。在讨论过程
中，来宾们围绕青年书法创作
中“如何学习前人，如何做好
自己”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大

家一致肯定了把握好对传统
认知以及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的重要性。

来宾们表示，像这样的展
览挖掘并推介了一批富有发展
潜力的青年书法家。作品集的
编印和展览环境的布设，处处
流露出展览组织方对于“雅致”

的审美追求。
山东泰丰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以文化艺术品经营、收藏、
传统文化传播、文化推广、传媒
文化、艺术品拍卖以及文化艺
术品交易所等综合性平台化的
文化艺术公司传统工艺改造研
究出现代艺术品。

展览现场。

错过了国际会展中心车展购车机会，这次该出手了

长长途途汽汽车车站站车车展展将将有有更更大大优优惠惠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韩

志伟) 国际会展中心车展已经
结束了，如果你错过这一次购车
机会，不要紧，4月23日再来长途
汽车站车展买车吧，过了这个
村，可就真没这个店了！

4月10日—12日在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的车展，引爆了滨州市
民购车的热情，但是仍然有许多

市民处于观望状态，想等待更低
的优惠价格。来自阳信的王先生
在国际会展中心转了一圈，仍然
无法决定出手购车，“还想再等
等，还是没那么入心，估计过一
段时间还会有更大的优惠。”

滨城区杨志先生一家，在车
展上搜罗了各大热门车型，从自
主品牌到合资品牌，“这是我们

买的第一辆车，需要综合考虑很
多因素，价格原因是首要的决定
原因，听说长途汽车站还有一场
车展，想等到那时候再决定是否
买车。”

本届齐鲁(滨州)车展首次
采用两地室内外联动的方式，扩
大了影响力，拓宽了车市销售渠
道，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购车消

费环境，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的
车型。同时，经过本报4年的经
营，齐鲁(滨州)车展已经成为黄
河三角洲地区最权威、卖车最多
的车展，影响力甚至辐射周边县
区，东营、德州的不少市民也慕
名而来。即将在长途汽车站举行
的车展将会有更大优惠等待广
大市民！

相关链接

商店镇计生专干

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4月13日讯 (通讯员
安玲 ) 4月3日，阳信县商店镇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在镇政府会议室胜利召开，
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68名镇人
大代表和镇脱产干部、村干部及
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其中
12名计生专干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传科
同志代表镇人民政府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中，张传科同志
回顾了商店镇2014年的工作开
展情况：一是狠抓工业经济，实
现逆势增长；二是狠抓基础设施
建设，市级示范镇建设快速推
进；三是狠抓三农工作，农村面
貌发生巨大变化；四是狠抓民生
事业，社会全面发展；五是狠抓
基层基础，社会安全稳定局面更
加巩固。报告指出，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也需清醒认识到工作中
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高度重视，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2015年商店镇政府工作的
总体要求和目标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
动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以“高效生态”为导
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主动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狠抓改革攻
坚，突出创新驱动，加强民生保
障，推进依法治镇，公共财政收
入力争实现2000万，努力开创经
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对照目标，2015年主要抓好
五方面工作：一、突出抓好工业
经济，在提升质量效益上实现更
大作为；二、突出抓好小城镇建
设，在拓展发展空间上实现更大
作为；三、突出抓好“三农”工作，
在转作风惠民生上实现更大作
为；四、突出抓好民生工作，在提
升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成果上
实现更大作为；五、突出抓好社
会安全稳定，在提高发展质量上
实现更大作为。

会上，镇人大副主席郑传利
同志受镇人大的委托，向大会作

《人大工作报告》并提交大会审
议通过。与会代表还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5年财政预算草案》。此次
大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法》。人大会期间，镇主要领导走
访了各个代表团并与代表们进
行了交流，对代表们的工作情况
进行了询问，并就代表们提出的
建议和意见进行了交流。

此次参加会议的共有12名
村计生专职主任，他们认真提出
人大提议8条，含金量高，对镇工
作推动性强，得到与会代表及镇
主要领导的好评。在2014年换届
选举中，村计生专职主任100%
通过选举进入村两委班子，基层
计生工作从各个方面得到了大
家的肯定。

闭幕式上，镇人大主席、党
委书记朱庆林同志发表讲话，他
首先代表镇党委、政府向与会代
表和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的召
开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特别是对计生专干的
积极认真工作提出表扬。同时，
对政府班子领导和各位代表提
出殷切的希望，希望各位代表紧
紧围绕全镇人民，抢抓机遇，攻
坚克难，开拓创新，埋头苦干，让
商店镇的各项工作一年上一个
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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