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家商业银行微信银行部分功能一览
银行名称 借记卡 信用卡 理财 特色业务

光大银行 预约办卡 查询 购买保险 微商城
查询 理财 缴费、充值

交通银行 查询 购买理财
无卡取款 账户查询 产品 充值

浦发银行 查询 查询 理财产品 商旅套餐
微信取款 基金 网点预约

兴业银行 查询 查询 购买理财 直销银行
转账汇款 分期活动 产品 手机充值

招商银行 查询 查账 购买理财 结汇
无卡取款 还款 产品 账单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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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佳倩

海口市民李女士最近把余额提醒短
信服务取消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关注
了工资卡所在行的微信银行，“不光可以
查询余额，每笔消费还有提醒，理财产品
也能在手机上购买了。”

从网上银行，到手机银行，如今“微
信银行”粉墨登场，银行服务紧跟技术发
展不断推陈出新，消费者的金融生活也
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微时代”。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微信银
行”除了基础的查询功能外，还有不少

“微”业务方便市民动动手指就能办理。
这么方便的微信银行，今天你关注了吗？

银行业务进入“微”时代

“我几乎每天都会关注微信银行推
送的内容，其中的信用卡优惠信息是最实
用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开通微信银行
始于去年11月，随着对功能慢慢熟悉，查
账单、消费提醒、积分兑换、查询商户优惠
这类基础服务，她都转移到了微信平台上。

李女士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如何使
用微信银行：首次搜索到微信银行后，输
入身份证号或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登
录账户就可以享受各种金融服务了。记
者看到李女士点开某微信银行账号后，
出现了一个类似微信聊天的页面，页面

下方有三个栏目可以选择，分别是信息
查询、账户服务、信用卡，这三个栏目还
有子栏目，其中“信息查询”就有电子礼
包、黄金价格、查询网点等功能，信用卡
一栏则有查询还款、查询账单、查询办卡
进度、手机银行等功能，账户服务则有查
询余额、查询开户行、查询星级等功能。

随后，记者通过微信查询公共账号搜
索发现，目前已有工行、中行、农行、建行、
交行、光大、兴业、中信、浦发、邮政储蓄、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等数十家银行推出了
微信银行。虽服务略有不同，但都开通了
账户查询、快速还款、账单分期、积分兑
换、理财购买等基础服务，也逐渐将账户
变动提醒业务转移到微信平台，有的银行
还推出了微商城、推荐办卡、排队查询等
服务。但也有银行进一步升级微信银行，
接入了转账、理财产品购买等功能。

微信银行不会取代网点

在体验微信银行过程中，记者发现，
一些银行不仅总行开设了微信公众账
号，分支机构也有微信公众账号，不过，
各分支机构微信账号所做的最多的是定
时推送信用卡刷卡优惠活动、最新的理
财产品信息等资讯。

据介绍，微信银行的好处就在于它
的便捷。“节约客户的时间成本，可充分利
用碎片时间，让其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查

询信息或办理业务。”工行海口迎宾支行
的工作人员称，微信银行也是手机银行的
延伸，对客户而言，它的便捷性得到进一
步加强。因为现在的商业社交化已经越
来越明显，基于社交平台的金融服务台比
单纯的手机银行在商业盈利上更有优势。

运营成本上，微信银行也能为银行节
省一笔开支。银行业内人士认为，金融产
品最适合移动端销售，这样可以实时交
易、没有物流成本。手机银行、微信公众

账号更加便捷地打通银行移动互联网客
服乃至销售平台。较银行柜面而言，移动
端和微信银行运营成本低廉。如部分银
行短信通知是收费的，但如果全部改为微
信通知，可节约不少短信费用。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虽然大部分业
务可以通过微信银行处理，但部分涉及
到安全性的业务，仍需要到银行网点办
理。由此看来，短期内微信银行取代银
行网点也是不可能的。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深刻的说明
了吃的重要性。如今，岛内的美食是
越来越多了，进驻的连锁餐饮越来越
多，海南本土的酒楼餐馆，也纷纷推陈
出新，推出种类繁多的美食，给食客带
来强烈的味蕾冲击。

当然，对于吃货来说，美食除了好
吃，经济实惠就更好。于是一些银行
纷纷与餐饮商家联手推出“美食打
折”。为方便吃货们了解哪些银行在
搞美食打折优惠，哪些银行刷卡最优
惠，以及享受优惠需要哪些条件等等，
本报特地收集了一些银行信用卡优惠
信息，帮助吃货们“悭钱”有招数。

中信银联信用卡（卡号62开头）
活动商家：城市牛扒、新国宾馆、

椰语堂、阿南鲜鲍鱼汤、四季火锅、小
印度、360蛋糕、欣奇蛋糕等

活动时间：5月30日至6月2日
优惠详情：5月25日起，注册登

陆“银联钱包”下载优惠券，带上绑定
的62银联信用卡，全家一起6.2折享
大餐，拍美食，做分享……

温馨提示：优惠票券下载时间
从5月25日开始，承兑时间为5月
30日至6月2日（共四天），银联钱
包需绑定62开头中信银联信用卡
才可下载优惠券，票券有限，先到先
得，额满即止。

光大信用卡
活动商家：主厨的餐桌、广广沣

烧烤、一番寿司、咖啡时间、莲寿司、
普洛旺斯、炙怀石烧肉、香港满聚茶
餐厅（京华城店）、过锅瘾三汁焖锅
（上邦店）、黄记煌三汁焖锅（京华
城）、花火海派铁板烧；

活动时间：6月30日前

优惠详情：每周三刷光大信用卡
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单次
最高减50元。

优惠详情：每活动日每客户每桌
限享1次，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交通银行信用卡
活动商家：蓉记爬爬虾餐饮店、

望海商城五楼多样屋咖啡吧
活动时间：5月1日－5月30日抢

购优惠券，5月7日-6月30日使用。
优惠详情：在购买时间内通过交

通银行手机银行“幸福周末”频道支
付5元购买，蓉记爬爬虾餐饮店内香
辣基围虾、香辣龙虾、火爆鲜鱿任选
一份，在使用时间内持该券至海口龙
华蓉记爬爬虾餐饮店成功验证后，即
可任选一份价值88元的香辣基围
虾、香辣龙虾、火爆鲜鱿；

温馨提示：本券仅供交通银行手
机银行客户购买（每人每卡仅限购买
一张优惠券，活动期间不可叠加使
用）；须在该店营业时间验证，具体以
商家解释为准。

银联、VISA、万事达
这些卡有啥不一样？

很多小伙伴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疑惑：银联、visa、万事达，它们仨到底有什么区别？

从地域上来说，银联是中国的卡组织，VISA
和万事达都是美国的卡组织。目前国内的银行卡
按照打头数字的不同分别归属不同银行卡组织，
以“4”字打头的银行卡属于VISA卡组织，以“5”
字打头的属于万事达，以“62”、“60”、“9”打头的
属于中国银联，而“62”、“60”打头的银联卡是符
合国际标准的银联标准卡，可以在国外使用，这也
是中国银联近年来的主打卡片。

从用途上看，如果只在国内消费，银联就是最
好的选择，但如果经常需要到国外消费，一张VISA
或万事达就必不可少了。近年来，为了迎合用户的
需求，各大银行都推出了双币卡，也就是银联+VI-
SA或银联+万事达，这样用户在国内消费就可以走
银联渠道，到了国外就可以走VISA或万事达渠道。

那么visa和万事达之间该如何选择呢？
其实，各个发卡组织的信用卡有各自的优势。

VISA和万事达都是历史比较久的发卡组织，在全
球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VISA在美国、亚洲国
家较为通行，而万事达在欧洲的影响力则更大一
些。因而，去欧洲的话，带着万事达标识的信用卡
可能更为方便，而在美国则可使用VISA信用卡。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常去的境外国家进行选择。

境外消费时，如果到了非美元地区时，可尽量使
用当地货币结算，回国后再以人民币兑换当地货币
还款。如果使用美元结算，则需要收取当地货币兑
换美元，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双重货币兑换手续费。

同时如果能够使用银联渠道消费则尽量选择
银联渠道，这样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货币转换费，
比单纯的VISA卡或万事达卡更适合中国的小伙
伴们使用。 （寿险知识大全）

忽如一夜信风来 微信银行笑颜开 财财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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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千款恶意程序
盯上“手机钱包”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移动支
付安全绿皮书》。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共截获移动支付及购物类恶
意程序1147个。其中，篡改类木马795个，占比
69.3%；假冒类木马352个，占比30.7%。

在遭到恶意篡改的APP中，农业银行掌上银行
被篡改最多，占检测量的28.4%。其次是美团团
购，占比21.4%，手机淘宝和1号店占比分别为
16.9%和13.3%。这意味着针对上述四款应用的篡
改样本占到了篡改类恶意程序样本总量的80.0%。

360安全专家裴智勇介绍，篡改类恶意程序
是将恶意代码植入正常程序中，美团、农行等都是
受害者。如果用户下载到遭到篡改的软件，个人
隐私、财产安全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经济参考报》）

随着互联网金
融的崛起，商业银行
的运营方式也在随
着互联网新思维的
突 破 而 发 生 改 变
——打通线上线下
渠道，线上渠道方
面，各家银行的微信
银行“遍地开花”，风
生水起；而在线下，
又 有 银 行 玩 起 了
O2O，如工行。

线上金融具有
足不出户轻松享受
金融服务的优势，解
决了公众前往银行
排队长、耗时多等难
题。而线下金融具
有面对面服务，实现
深度互动交流的特
点，两者各有长短。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
加剧，将线上线下相
结合，突出两者的长
处，已成为一种全新
的趋势。

本期精选信用卡美食优惠

吃货必备，“卡来OK”

信用卡刷美食，“傲”斯卡！

招数 1 记住各大行特惠日

常有市民有这样的困扰：钱包里信
用卡太多，优惠的商家又不同，折扣也
不等，经常记不住怎么办？

遇到这样的问题，记者建议持卡人
先从各家银行推出的“特惠日”开始。

以交通银行为例，交通银行推出了
“最红星期五”，在5月31日前，每周五
可通过该行手机银行的“每日特惠”频
道支付5元，就可购买望海商城5楼多
样屋咖啡吧特饮巧克力奶昔一杯，或者
购买蓉记爬爬虾餐饮店内的香辣基围

虾、香辣龙虾、火爆鲜鱿任一份。据该
行信用卡专员介绍，几乎每周都有相关
的美食优惠活动。

光大银行则打造“周三美食节”，至
6月30日前每周三在海口、三亚、儋州
等指定的餐饮商户刷卡消费满100元
可减50元。记者了解到，与光大银行
合作餐饮商户相对较多，有一番寿司、
普罗旺斯、炙怀石烧肉、黄记煌三只焖
锅……都是不少年轻吃货们耳熟能详
的商户，因此也受到较高的青睐。

民生银行的美食日则定在每周五，
至7月17日前，在宝丽餐厅、哥仔茶餐
厅、原味主张椰子鸡等多家餐饮店刷招
商银行信用卡，刷卡有10元菜品可享。

还有的银行则不指定特惠日，而
是天天都有折扣。例如邮政储蓄海南
省分行信用卡（邮信信用卡）特惠商
户涵盖了中西餐、茶楼、咖啡厅等这
些比较休闲的商家。刷卡消费的优惠
在8.5~9折，涉及了海口、白沙、儋州
等多家商户。

通过与餐饮商户合作，银行能争
取到更多的客户群，记者发现不少银
行都把餐饮优惠点集中到与连锁快捷
餐饮商户的合作上。

诸如星巴克、哈根达斯、必胜客、
肯德基等招牌美食在各家银行也有不

同的优惠活动。海口、三亚及儋州地
区必胜客指定门店，6月27日前刷农
行信用卡，单笔消费刷卡满100元可减
20.01元优惠。在哈根达斯，至2016年
3月31日，每周六刷龙卡信用卡单笔满
60元可减30元。

为了既省钱又能吃到美味，记者提
醒各位吃货，在前去用餐前最好先看清
银行关于刷卡优惠的要求，是不是针对
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银行卡种类、是否有
消费金额的要求等等。最好提前咨询银
行，还要提早向店家预订座位和名额。

本报讯（记
者 陈 怡 通 讯 员

陈明皓）未来银行能干
什么？除了办理银行业务，也

许还可以买日用品、买红酒，甚至买
车子……这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实实在

在发生在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近
期在海口、三亚举行的“O2O线
下购物狂欢周”上。

5月 19日，海南日报记
者在海口走进工商银行洋
浦分行世贸支行VIP客户
服务区，只见柜台上摆
放着红酒、翡翠、奶片
等多种产品，而且在
产品旁边都有相应

的二维码，商品不仅在
现场可以购买，也可以现场通

过扫描二维码前往工行网商“融e购”
购买。此次“狂欢节”持续三天时间，并
在全国400个工行网点同时举行。

“银行电商平台有银行做担保，产品
的质量本来就挺好。现在还可以试饮、
试带，有了线下的体验，购物更放心、满
意。”储户曾小姐说，她在现场试饮了葡
萄酒进口商福源灏提供的红酒，在试饮
了3种酒后，满意地买了自己喜欢的红

酒。储户伍女士则花3400多元购买了
一款翡翠手镯，成为当场成交价值最高
的产品。

“虽然不少客户在接到我们的活动
通知时疑惑地问，工行现在成超市了？
但是活动反响特别好。短短3天时间，
在工行‘融e购’开设网点的商家借助
O2O活动，目前已有5万元的成交量。”
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融e购”是由中国工商银行
开发的电商平台，至今交易规模已突破
1000亿元，此次推出O2O活动是“融e
购”为了打通线上线下，为网商与客户搭
建起直销平台，使得网购用户体验满足
感增加。

海南银行业内人士分析，线下网点
是银行系电商发展的落地根基，也是其
有别于其他纯线上互联网企业的最大优
势。庞大的网点数量以及海量的信息数
据一直被认为是工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
重要优势。

工行相关人士称，银行经营多年打
造的良好商誉为银行系电商提供了信誉
背书；在支付、融资、资产管理等金融服
务方面，银行系电商也令其余电商难望
其项背；庞大的原有客户群体及众多线
下网点，更是成为银行系电商的核心竞
争力。

3天火爆的O2O线下活动让人惊
叹，不管外界如何评论，银行的转型之路
勇往直前，在玩上了电商之后，还要再玩
O2O……有位互联网大佬曾说“银行能
做的事互联网也能做”，如今，银行似乎
想表达的是“互联网能做的事，未来，银
行也照样能做”。

小知识：什么是O2O？

O2O 即 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
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
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只
要产业链中既涉及到线上，又涉及到线
下，就可通称为O2O。

互联网能做的，银行也能做

工行玩起O2O，营业网点变卖场

提醒招数 2 连锁快捷餐饮享专属优惠

取消银行卡年费
和账户管理费
需要你去申请

今年5月1日起，中国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本
次银行减免的只是借记卡部分手续费（不包括信
用卡），包含年费、取现手续费、短信通知费、转账
汇款手续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

按照目前普遍的收费标准，不少银行针对日
均余额低于一定数额（通常为300元—500元，各
行标准不一）的账户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按每季
度3元的标准，一年下来就是12元。

此外，年费方面，多数银行的标准为10元/年
（有的银行给予首年免费、刷卡消费次数达到要求
时免费的优惠）。

【注意】一个银行只能申请一个，不限制是办
新卡还是老卡，办理之后，可以实现零费用。

就算是5月1号以后办理的新卡，或者挂失
之后补办的卡，如果本人不主动提出申请免小额
账户管理费和年费，这两项费用还是要收的。

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如果工作人员要
求你到开户行取消年费与小额管理费，你可以打
总部电话投诉。

【如何办理】带本人身份证跟银行卡，直接到
任何网点进行办理。 （搜狐网）

涨涨 知识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市民在工行营业
网点扫码购物。
本报记者 陈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