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阳金融
2017年12月6日 星期三 版面统筹 | 包子力 版式设计 | 赵奇云

FUYANG DAILY

12

货车支付卡是中信银行
倡导“绿色出行”重要举措

据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工作人
员介绍，“货车支付卡”是浙江省公路
管理局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2016 年
联合创新推出的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非
现金支付服务，货车高速通行称重计
费后，可刷货车支付卡缴纳过路过桥
通行费。

货车支付卡采用一车一卡模式，
可在全国联网的 29 个省（市）高速公
路网内使用。这是浙江省公路管理局
和中信银行倡导“绿色出行”、助力浙
江智能交通城市网络建设的又一重要
举措。

货车支付卡是货车司机
的一大“福音”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货车支付卡是

一大“福音”，它可以让驾驶员享受多
项便利：一是安全，无须携带大量现
金；二是高效，缩短收费停车等待时
间，刷卡后即可通行；三是便捷，支持
储值或记账模式，有卡在手便捷支付；
四是清晰，登录“浙江ETC”官方网站、
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通行
信息、收费明细及卡内余额，方便财务
管理；五是优惠，使用货车支付卡，浙
江省内可享9.7折优惠，外省优惠力度
各有不同，部分可高达9折。

常年在高速上跑货运的老司机李
师傅在体验货车支付卡后说：“货车驾
驶员都是怠速过收费站，用时大概 5
分钟至10分钟，耗油‘木佬佬’！现在
我用货车支付卡刷卡付费，几秒钟就
出收费站，费用还能有优惠咧！”

货车支付卡是企业和物
流平台的一大利好

一位物流公司财务人员表示：“公

司名下跑货运的货车很多，以前公司
的司机们都要自己垫付通行费，回头
还要拿发票到财务处报销，他们麻烦，
我们财务也麻烦。现在公司开通了货
车支付卡记账模式，省心好多。先消
费后扣款，账务清晰、管理方便，真的
是省去很多烦恼。”

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业务人员
介绍：货车支付卡记账模式推出后对
单位名下管理车辆多、充值缴费嫌麻
烦的企业和物流平台是一大利好。只
要在中信银行开立单位结算账户签约
货车支付卡代扣业务，一次签约持续
使用，无须充值圈存还能减少分散充
值资金占用。

据悉，2018 年 1 月起只有办理了
货车支付卡的用户，才能在交通部电
子发票平台网站打印可用于抵扣增值
税的通行费发票。所以对物流等货车
较多的企业来说，办理货车支付卡非
常必要，省钱，便捷，发票还能用于抵
扣增值税！

记者了解到，个人用户和单位用
户到服务网点提供相应资料，由网点
服务人员审核通过后，即可办理货车
支付卡。货车支付卡为一车一卡，用
户通过网上或者在服务网点预充值一
笔费用后，即可在高速人工车道享受
刷卡支付、快速通行。

具体办理方法，请咨询中信银行
各营业网点或致电中信银行杭州富阳
支行0571-63338789。

包子力 文

11月16日，2018年中国光大银行戊
戌狗年定制版生肖金《福旺双全》正式在
光大银行“购精彩”系列电商平台及全国
网点全面上线销售。该产品将五行学说、
易经文化、吉祥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以弘扬中国传统生肖文化。

中国光大银行生肖品牌文化金系列
之二《福旺双全》秉承去年该行生肖首金

《大吉酉金》的发行理念，产品从设计到制
作充分满足了广大收藏爱好者与消费者
品鉴文化金的需求，为确保光大官方正
品，《福旺双全》生肖金还采用了超精密线
纹的防伪新标准。

据悉，作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光大银行旗下的“购精彩”系列电商平
台，以“金融+生活”为发展理念，旨在打造
国内最具特色的文化金销售平台，一直坚
持“真品、精品、名品”定位。

据了解，《福旺双全》2018戊戌狗年生
肖金延续了去年《大吉酉金》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客户可通过光大银行
门户网站、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各大网
点、ATM自助银行、95595远程银行6大渠
道进入“光大购精彩商城”及各省级“购精
彩商城”进行购买，还可通过官方微信渠
道进入“精品微商城”中购买。

裘舒喆文

高速通行便捷又优惠
货车支付卡可绑定中信银行账户先消费后扣款

光大银行

发行2018年定制版生肖金

近日，从中信银行杭州富
阳支行获悉，浙江省高速公路
货车支付卡升级啦！服务升级
后，货车支付卡不仅支持先充
值后消费，还可以绑定单位客
户在中信银行开立的账户先消
费后扣款。同时，货车支付卡
在浙江省内还可享受高速通行
费9.7折优惠！

11 月 20 日，投入近亿元、超过
700人的团队夜以继日奋战一年多的
泰隆银行新一代信息系统成功上线，
目前该系统运行平稳。

近年来，各家银行积极拥抱“互
联网+金融”。泰隆银行一方面立足
小微金融服务不动摇，创新产品和服
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IT战略，打造
核心竞争力，实现了自身快速稳健的
发展。

“转型”是泰隆银行此次投入使
用新一代信息系统的主要着眼点。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传统的“以账户为

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基于新系统，泰隆银行将面向客

户，满足客户日益变化的个性化、差
异化需求，可为客户提供高度参数化
的、可自由组合的产品和服务。

“小微金融服务过去更多是被动
式的，有了资金缺口客户才会想到找
银行贷款。这就导致及时满足小微
客户资金需求的不确定性。”泰隆银
行首席信息官徐恒军介绍，通过在新
一代信息系统中搭建小微金融云平
台，泰隆银行将致力于“场景化”服务
营销，从“聚焦运营”转型到“聚焦客

户体验”，“我们将关注到小微客户生
产经营的所有场景，想客户所未想，
当客户需要金融服务时，泰隆为客户
先一步量身打造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可以第一时间送到客户面前。”

让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贷款的
“Pad金融移动服务站”。让小微金融
市场开拓更趋精细化的“小微金融电
子地图”……这些泰隆既有的特色化
小微金融服务工具，将与泰隆银行新
一代信息系统协同、融合，持续改变
甚至重塑传统小微金融服务模式，为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世

界级难题提供更优的“泰隆答案”。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课题

组副组长、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银行家》杂志副主编欧明刚
为泰隆点赞：“泰隆银行以精准、便
利、快捷的小微金融服务闻名业界，
基于先进理念的信息系统升级，将巩
固其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的领先优
势。此外，泰隆银行在普惠金融、小
微金融信息技术领域的不懈探索，也
将为业界贡献智慧。”

施笑希 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此，浙商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认为金融业应
该主动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提出金融解决方案，从以往
主要为生产者服务转向更多地为消费
者服务，从以往集中于东部、集中于大
城市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乡村延伸。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浙商银行运用新金融工具，打
造个人财富管家银行，以践行普惠版
财富管理服务，破解需求结构的“不平
衡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具体体现在什么方

面？殷剑峰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从需求结构看，表现为消费相对于
投资的不平衡不充分。我国的消费率
只有 52%左右的水平，导致我国消费
率偏低其中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在我
国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中，与其他
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占比
较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表现在
区域和城乡的差异上。”

分析人士认为，商业银行为人民
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使更多人均等
享受到金融服务和财富增值的收益，
也是践行普惠金融，促进发展平衡充
分的途径之一。据介绍，浙商银行在
把服务小微企业作为普惠金融重点的
同时，结合自身特色，以“财市场”和

“增金财富池”为核心打造“个人财富
管家银行”，为客户提供全资产、全周
期、全渠道的综合金融服务。在满足
客户理财收益性的同时保障流动性，
较好地解决了传统金融的客户体验痛
点。

数据统计显示，这一创新可以让
普惠金融惠及更广阔的群体，进一步
提高居民收入。截至2017年6月末，
浙商银行服务了个人有效客户数
282.7 万户，较年初增长 34%，近年平
均年增幅 101%。个人理财产品累计
销 售 量 1808.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1.96%。其中支持随取随用的高收
益余额理财产品“增金宝”推出后累计
为客户赚取收益近13亿元。

“普惠金融需要服务的对象有很
多，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
等，普惠金融的目的是为这些群体造
血，但普惠金融更需要平衡好商业可
持续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浙商银行
刘晓春行长如是认为。

业内人士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素。传统意
义上，财富管理是高大上的，浙商银行
打造平民化的“个人财富管家”，既是
普惠金融在零售端的实践；也是解决
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手段之一。

陈建强 文

11 月 20 日，中国人寿财险杭州市富
阳区支公司走进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八
小学，率先启动“星光100——星光守护”
进校园交通安全公益活动浙江省第一
站。

此次活动由中国人寿财险杭州市富
阳区支公司、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事故处
理中队主办，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八小学
承办，来自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八小学的
两百多名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活动旨
在通过交通知识教育，增强青少年交通安
全意识，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活动现场，富阳区公安局事故处理中
队陈警官浅析交通安全的重要意义，鼓励
学生以小手牵大手，向父母传达交通安全
理念；通过魔法箱与互动游戏向学生们普
及交通安全知识，受到在校师生的热烈反
响。随后，在场的所有同学宣誓，表明今
后自觉参与和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并踊
跃在活动横幅上签名约定。最后，由杭州
市富阳区富春第八小学校长、杭州市富阳
区公安局事故处理中队交警、中国人寿财
险杭州市中心支公司客服中心经理、杭州
市富阳区支公司经理为学生代表粘贴反
光贴。

活动中，中国人寿财险向富春八小捐
赠1000份“星光守护”反光贴及交通安全
小道具。

包子力 文

浙商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破解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充分”

中国人寿财险杭州市富阳区支公司

开展“星光守护”进校园
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从“以账户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
泰隆银行信息系统全面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