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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资金屡遭盗刷诈骗
2016 年 2 月，儋州那大镇市民杨

女士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记卡，在
一个晚上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被人通
过 ATM 取款机，分六次，共被盗刷了
一万八千块。杨女士很肯定的是，当
晚这张银行卡就放在自己的包里，而
家里也没有任何人去取过钱。

无独有偶，2015 年 11 月，海南警
方破获一起特大信用卡诈骗案，扣押
涉案银行卡 26 张，涉案金额 300 多万
元。2015 年 6 月，琼粤警方成功破获
一起利用克隆银行信用卡实施诈骗犯
罪案件，诈骗犯罪团伙窃取海南75名
银行储户资料，盗刷80余万元。

近年来，银行卡被盗刷、诈骗案件
屡屡发生。随着网络支付交易的日益
兴起，市民的银行账户资金安全也越
来越受到威胁，就连手机的丢失都有
可能造成存款的不翼而飞。

为此，从201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
行加大了对银行帐户以及支付账户的
分类管理力度，进一步推动支付体系
便捷安全发展，落实账户实名制要求，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范一飞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
者会上透露，央行将从4月1日开始运

行新的银行帐户体系，7月1日开始运
行新的非银行支付账户体系。

据介绍，支付账户分两大类，一类
是公众到银行开立的银行帐户；另一
类是随着电子商务发展和公众日常小
额支付需要，不断发展壮大的第三方
支付，称为非银行支付账户。

据了解，银行帐户在现有个人账
户基础上增设两类功能依次递减的账
户，便于网上理财、日常小额支付需
要；支付账户按照实名强度以及支付
限额分为三类，功能逐次增强。实施
分类管理，是为了适应消费者日益多
样化的、个性化的消费支付需求。

可以预见，新政策实施后，银行卡
被盗刷、诈骗案件或将得到有效遏制，
互联网金融将得到有效的规范和监管。

账户分类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2015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了《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
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
银行应建立银行账户分类管理机制，
分为Ⅰ类银行账户、Ⅱ类银行账户和
Ⅲ类银行账户。

《通知》规定，Ⅰ类账户，即传统上
在柜面开设的账户，可存取现金、理
财、转账、缴费、支付等。在此基础上，

为便利存款人支付，增设了Ⅱ类、Ⅲ类
账户。Ⅱ类账户可满足直销银行、网
上理财产品等支付需求，不能存取现
金、不能向非绑定账户转账，消费支付
和缴费单日最高不超过1万元，但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不限。Ⅲ类户只能进
行小额消费和缴费支付，并设定1000
元的账户余额限额，账户剩余资金会
原路返回同名Ⅰ类账户。

有业内人士形象的解释道：Ⅰ类
账户就像是老婆用的，什么金融业务
都能办；Ⅱ类账户就像是老公用的，只
能投资理财缴费不能取走现金；Ⅲ类
账户就像是给小孩用的，只能做一些
小额支付。

有专家分析称，新政策实施最大
的改变，就是更进一步地保护了个人
账户里的钱。也就是说，假如你有一
张1万元存款的银行卡，绑定了网络支
付工具，若该账户被盗，你有可能损失
全部存款1万元。而新的银行账户体
系运行后，你可以使用Ⅲ类户进行网
络支付，该账户万一被盗，你最多损失
1千元。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这项新
政策的出台将极大的促进和规范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更降低了网络消费的
风险损失，保障客户资金的安全。

本报讯（见习记者 曾丽园）如今，是第三方网络移动支
付大行其道的时代。当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正逐渐成为主流
支付方式的时候，Apple Pay来了。当人们还在热乎劲儿的
时候，3月29日，Samsung Pay登录中国欲分一杯羹。也正是
此时，一款为海南量身打造的移动支付产品应运而生，除了
满足购物消费需求外，还针对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提供刷卡
进入景区、景区内消费优惠等服务。

3月29日下午，记者从“科技助力民生”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下称“海南一卡
通”）分别与海南移动、海南电信联合研发了基于TSM服务
及 NFC 技术的手机移动支付产品。移动或电信的安卓用
户，通过支持NFC功能的手机下载安装移动“和包”APP、电
信“翼钱包”APP后，在APP中选择加载海南一卡通旗下的

“宝岛通卡”应用，即可使用手机“挥卡”支付。
据了解，从4月1日起，持有NFC手机的移动安卓用户

就可以刷手机乘公交车，在易买超市、旺佳旺超市、中石油
等商户也可实现刷手机支付。

同时，海南一卡通在龙华总站客服中心、宝发客服中
心、120个银行ATM充值点和207个售卡充值代理网点的基

础上，又增设了望海、高铁东站、白沙门三个大型便民服务
中心，以及公交站附近50家办卡充值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
办卡和充值使用。

在第三方网络移动支付抢滩登陆的当下，海南一卡通再
推同功能、同服务、同性质的移动支付产品是否还有生存发展
的空间，它与其他移动支付产品最大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海南一卡通首席运营官陶莉表示，海南一卡通的移动
支付产品实际上是一项基于海南本地的民生工程，“以公共
交通为基础，逐步拓展到超市、酒店、餐饮、娱乐、旅游景点
等，打通海南全领域移动支付服务，让市民和游客生活、旅
游更轻松。”

陶莉介绍，截至到3月中旬，全市公交卡发卡量已达45万
张，单日刷卡乘车人数从去年底的6万人激增到12万人。这
为海南一卡通全领域移动支付服务奠定了基础。

此外，海南一卡通还与西铁科技公司共同完成了海南
一卡通可穿戴式设备的研发工作，通过在智能手环内嵌入
IC卡芯片，使得手环具备支付功能。用户佩戴智能手环不
仅时尚美观，还具有刷公交、小额支付、震动闹铃、智能健康
管理等多种功能。

专为海南而生的移动支付产品

“海南Pay”来了

3月25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以下简称
“亚金协”）正式发起，首批成员共38家金融机
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
区。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中国银
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预计亚金
协将于2016年7月正式宣布成立。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成果之
一，亚金协是一个开放的非政府、区域性的国
际组织，主要针对亚洲市场，但不局限于亚
洲。它将搭建平台促进亚洲金融机构之间的
交流，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以及亚洲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

（长商）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拟7月正式成立

新银行账户体系4月1日运行
新非银行支付账户体系7月1日运行

互联网金融有了“金钟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3月12日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透露，央
行将从4月1日开始运行新的银行帐户体系，7
月1日开始运行新的非银行支付账户体系。

为此，海南银行业正积极准备，按照央
行和各总行的工作部署，做好新政策运行前
的系统升级、实施办法拟定等前期工作。

在互联网金融日益发展的今天，新账户
体系的运行或将极大的促进和规范互联网
金融的发展，保障客户的账户资金安全，并
有望引导网银转账实现全免费。

本报讯（见习记者 曾丽园）3 月 30 日，中
国银行发布 2015 年年度业绩报告。年报显
示，中行 2015 年税后利润为 1794.17 亿元，同
比增长为 1.25%，股东应享税后利润 1708.45
亿元，同比增长0.74%。

报告显示，2015年末中行资产总额16.82
万亿元，负债总额 15.46 万亿元，股东应享权
益 合 计 1.30 万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末 增 长
10.26%、9.88%和14.3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1.10%、12.07%和14.06%。2015年末，中行不
良 贷 款 总 额 1308.97 亿 元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304.03 亿元，不良贷款率 1.43%，比上年末上
升0.25个百分点。

中行2015年年报：
税后利润为1794亿元
同比增长1.25%

本报讯（见习记者 曾丽园）3月29日，交通
银行公布深化改革后的首份年报。截至2015
年末，交行集团资产规模较年初增长14.15%，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同比增长1.03%。

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末，交行集团资产
规 模 达 人 民 币 7.16 万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14.15%。集团各项贷款人民币3.72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8.46%；各项存款人民币4.48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11.29%，负债稳定性大幅提升。

交行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
民币 665.28 亿元，同比增长 1.03%，基本符合
预期。不良贷款率为1.51%；完成境外优先股
发行，资本充足率为 13.49%；拨备覆盖率为
155.57%，均符合监管要求。

交行2015年年报：
资产规模
较年初增长14.15%

本报讯（见习记者 曾丽园）3 月 30 日，中
国工商银行公布其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报
告显示，2015 年工商银行实现拨备前利润
4502亿元，比上年增长7.6%，实现净利润2777
亿元，比上年增长0.5%。

年报显示，工商银行 2015 年实际新投放
的信贷总量达到2.76万亿元，其中新增境内人
民币贷款8808亿元，同比增长9.1%；存量贷款
到期收回后的移位再贷 1.88 万亿元；债券承
销、资产交易、金融租赁、银团分销、委托贷款
等非信贷融资总量达到1.36万亿元，同比增加
2320 亿元。此外，年报还显示，截至 2015 年
末，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比上年末上
升0.37个百分点。

工行2015年年报：
净利润277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