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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你对银行卡到底知多少？
■ 本报记者 王诗文

央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
指出，从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加快
银行卡升级为金融 IC 卡的进度。 于是，一些媒体望文生义或别有用心，开
始用“5 月 1 日起银行卡都不能用了”博取大众眼球。 那么，我们手上的银
行卡到底怎么了？ 除了刷卡使用，你又是否真的了解它们呢？ 为此，烽火台
资本特约经济学家江瀚给出了答案。

市面流通银行卡分三种

“60 多年前的一天， 有一个美国人去
餐厅吃饭， 结果等待埋单的时候一摸口袋
没有钱，那个时候手机还没被发明，更别说
支付宝、微信了，于是他迫不得已打电话让
自己的妻子穿过整个城市给他送钱。 当时
这个美国人想， 我为什么不能发明一个小
卡片，在上面可以记账，如果餐厅都能接受
这个卡片不就可以了吗？ 就这样，世界上第
一张银行卡——
—大莱卡诞生了。 ”江瀚说，
20 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
们已经可以把每天交易的信息放到计算机
里， 这时与计算机相适应的磁条卡就诞生
了，即在银行卡的背后加了一个磁条，每次
只需要刷一下卡就可以读取磁条的信息，
完成整个交易。 “磁条卡由于价格便宜，很
快便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接受的一种
支付方式，并且一用就是好几十年。 中国也
于 1985 年从国外引进了银行卡，磁条卡就
这样进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 ”
可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

磁条卡的问题很多，因为磁条卡很方便、很
便宜，所以造假的成本也很低，不少犯罪分
子陆续开始利用磁条卡做文章， 通过复制
持卡人的磁条卡， 从而在异地刷卡交易或
者取现，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新闻里说
“卡在口袋里，钱没了”，殊不知这些往往
都是磁条卡惹的祸。
“为了解决磁条卡不安全的隐患，金融
系统在金融科技的帮助下发明了芯片卡，
那什么是芯片卡呢？ 芯片卡又叫 IC 卡，说
白了就是用芯片作为交易的介质来存储信
息，IC 卡也被称作微型计算机卡，即其芯片
具备了自己的计算功能， 所以不仅可以应
用于银行的交易，还可以在交通、通讯、教
育、医疗、社保等领域使用。 芯片卡由于具
备了自身的计算功能， 所以其破解的难度
远高于普通的磁条卡，再加上成本低廉，成
为了替代磁条卡的首选。 ”
但在使用过程中，问题还是来了，银行
卡虽然很好替换， 可使用银行卡的机器却
很难替换，由于银行卡的刷卡 POS 机发展
较为缓慢，有些地方的 POS 机都用了十年
以上，只能够刷磁条卡。 “中国的银行业还
是很‘聪明’的，为解决刷卡问题，想到用
磁条芯片复合卡，也就是前面是芯片卡、后
面是磁条卡。 一张卡上具备两个功能不就
解决问题了吗？ 但这样一来方便是方便了，
犯罪分子如果想复制你的卡也就变得轻而
易举了， 所以人民银行才会在去年下文要
求废止复合卡的磁条交易。 ”江瀚如是说。
总结起来，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银行卡
分为三种，即只有磁条的纯磁条卡、带芯片
的金融 IC 卡以及磁条和芯片都有的复合
卡。 详细看，磁条卡是利用磁性载体记录英
文与数字信息，用来标识身份的卡片；芯片
卡即金融 IC 卡， 其是以芯片作为介质的银
行卡，卡正面有个芯片，支持闪付功能；复合
卡是指带有磁条的金融 IC 卡， 业内称金融
IC 复合卡。 此次政策调整是指关闭金融 IC
复合卡降级交易功能， 即磁条的交易功能，
不影响其通过芯片结算的功能。

银行卡新规带来三大影响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现在几乎所有
POS 机都能够受理芯片卡，此时若再弄复合
卡，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同时更给不法分子
复制盗刷银行卡提供了方便，所以人民银行
及时发布了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交易的通
知，而这个通知仅限于复合卡，与磁条卡和
芯片卡没有任何关系。 但新政对于持卡人而
言，究竟有无影响呢？ 江瀚认为，具体影响主
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 ATM 机取钱的时间可能要延
长了。 由于芯片卡比磁条卡更加安全，所以
在芯片卡的日常使用过程中，会比单纯的磁
条卡多了一步，这就是 IC 卡认证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不会很长， 通常也就一两秒钟时
间，为的是更好地认证芯片卡，防止被不法
分子伪造。 所以为了用卡安全，这个步骤很

重要，持卡人也不用太过担心。 其次是刷卡
将成为历史。 买东西用银行卡刷卡，是很多人
的一个习惯，但由于复合卡的磁条不能用了，
所以支付方式就要从过去的刷卡升级成为插
卡或者挥卡，只要接受过非接改造的 POS 机
都可以挥卡， 这很像人们上公交地铁时轻轻
碰一下就可以完成交易的过程。 而插卡就是
插进 POS 机的卡槽里面，进行交易。 第三是
磁条卡依然可以照常交易。 持卡人不妨把自
己的钱包打开，如果里面是磁条卡，即前面没
有芯片只有单独一个磁条的话， 这种银行卡
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不会有任何影响，唯一
的问题就是磁条卡不安全， 很容易被犯罪分
子利用，故江瀚建议持卡人还是尽快去银行
将磁条卡换成芯片卡，毕竟目前只有芯片卡
才能尽量减少被盗刷的可能性。

遭盗刷务必积累足够证据
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很小心地使用银
行卡，也有莫名被盗刷的可能。那么，一旦
遭遇盗刷，持卡人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惊
慌失措，而是沉着做好几件事。
最近有个真实案件，家住漳州的丁先
生在某银行开设了一张卡。 2016 年 1 月
25 日，在家的丁先生于 18 时 3 分收到该
银行短信通知该卡被消费 9.8 万元。 由于
丁先生听朋友说起过银行卡被盗刷的情
况，当即有所警觉。
随后，丁先生经过翻找，发现自己的
银行卡并没有丢。 然而，就在丁先生找银
行卡的几分钟内，他又连续收到 3 条消费
短信。“18 时 4 分消费 9.8 万元”“18 时
5 分 消 费 9.8 万 元 ”“18 时 6 分 消 费
9.85 万元”银行卡就在自己身边，而自己
没有消费却收到消费短信，丁先生知道自
己的银行卡出了问题。
在通过电话报警后，丁先生首先即刻
拨打了银行客服办理挂失业务。 之后，丁
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带着卡，叫上家人直
奔附近的 ATM 取款机。 在取款机面前，
他故意多次输错密码，让卡被 ATM 取款
机吞没。 同时又让家人给自己拍照，系本
人操作。 最后，丁先生连忙赶到漳州芗城
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
通过民警调查，发现该 4 笔消费发生
地点为湖南长沙市某商行。 2016 年 2
月， 丁先生收到公安机关的立案受理通
知。 在这期间，丁先生曾多次到该银行要
求赔偿，然而几次协商均未果。 2016 年 3
月 25 日， 丁先生向芗城区法院提起诉
讼。 在起诉时，丁先生提供了 2016 年 1
月 25 日他在某银行漳州中山支行门口
手持该卡的照片、 该卡被吞卡的记录等
证据。 丁先生律师诉求，在卡未离身的情
况下， 该储蓄卡在长沙市被盗刷消费合
计 392500 元，属于伪卡交易。 某银行作
为该储蓄卡的开卡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该储蓄卡被他人盗刷，其应赔
偿储户的损失。
最终经审理，法院认为丁先生与某银
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

法律保护。丁先生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
储蓄卡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消费合计
392500 元是被伪卡盗刷造成的， 作为该
储蓄卡的开立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其应赔偿丁先生的存款损失并支付相应
的活期存款利息。 该银行作为发卡行，对
伪卡有识别的义务，本案伪卡盗刷行为的
发生，足以证明被告所发行的储蓄卡及交
易系统存在着技术上的缺陷。 据此，该储
蓄卡被盗刷 392500 元应由银行承担赔
偿责任。而对银行主张丁先生将该储蓄卡
交给他人保管使用、对本案存款被消费存
在过错责任，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主张，故不予采纳。
为此，业内人士建议持卡人，在银行
卡被盗刷的第一时间务必积累好充足的
被盗刷证据，比如即刻拨打银行客服办理
挂失业务；带着卡，叫上家人直奔附近的
ATM 取款机， 在取款机面前故意多次输
错密码，让卡被 ATM 取款机吞没，同时
让家人给自己拍照， 证明系本人操作；在
最短的时间内报案。
除此之外， 在日常用卡的过程中，持
卡人应开通账户金额变动等短信提醒，
即便身在境外也应保持手机畅通。 据了
解，目前各银行都有盗卡保护机制，但该
机制设有时间限制， 盗卡保护时间一般
是挂失前 48 小时， 最长不超过 120 小
时。 也就是说，如果遭遇盗刷，应在收到
消费短信提醒后，立刻向银行挂失、冻结
账户和报案。
与此同时，持卡人在公共场所刷卡消
费时，务必注意遮挡卡号、密码、信用卡有
效期及三位验证码、 身份证号等信息，以
防犯罪分子用微型摄像机偷窥。 此外，应
格外重视签名，毕竟“免密交易”是一些
国家的支付习惯，比如日本、美国和韩国
等。 就算是设有密码的信用卡，在这些国
家消费也可能无需输入密码，而是签字确
认。 故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栏一定要填好。
在境外，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收银员会仔细
核对签名，哪怕并不认识汉字。 如果发现
签名不符，商家有权拒绝交易。

房企应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者
中 骏 负 责 人 日 前 在 “文 人 雅
事——
—中骏·雍景府别墅生活” 媒体
品鉴会上表示， 作为房地产开发企
业，造好房子，好园林只是目标之一，
更重要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者。 要用文化和艺术为产品提炼精神
诉求，让空间成为艺术的容器。
据了解，中骏自进入天津市场以
来，将精工品质镌刻在每一个产品细
节之中，作为中骏“景”系列的扛鼎
之作， 中骏·雍景府的战略意义非凡
而深远。
进入中骏·雍景府示范区， 山石
流水影壁墙，令人耳目一新。 为市政
代建的 25000 平米湿地公园的一部
分，保留了部分原生湿地地貌，取自
然入景入园。 或枝叶繁茂，姹紫嫣红，
或清水流潺，气韵生动；或是枝头舒

叶，光影斑驳。 置身其中，净化喧嚣尘
世中心灵的浮燥，犹如人在画中游。
别墅生活示范区内， 绿荫环伺，
芬芳吐艳，静谧的别墅生活场优雅呈
现。 满足中式的礼仪秩序与西式的个
人空间私密需要，3.6 米挑高，让视野
与空间豁然开朗。 特有的半地下娱乐
空间，一改传统别墅地下空间的阴暗
潮湿，近半空间延伸至地上，形成台
地式设计，让每层空间都向阳，享受
温暖阳光。
业内专家表示，中骏品牌在版块
选址、产品理念以及细节打造方面兼
具高度的前瞻性。 目前，中骏在天津
深耕的三部曲包括：南奥体版块的柏
景湾、 南站 CBD 版块的雍景府主和
团泊版块的云景台，均为下一个十年
理想生活的时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