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卡的出现是对传统消费模式的一种变革。 它不仅

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传统的消费支付手段，其中信用卡的

出现更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把“信用”引入到个人消

费行为之中。

银行还根据持卡人消费能力，发行了白金卡、金卡、普

卡，目的就是为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提供分众的客户服

务。 层出不穷的联名卡为持卡人提供了涉及商务旅行、娱

乐休闲等多样服务。 商务人士使用银行卡，在网上点击或

打一个电话，通过一张卡片就完成了机票、宾馆、旅游预订

的一条龙服务；用卡还能享受到银行提供的消费积分兑换

礼品服务、分期付款消费服务、免息还款服务、最低还款额

还款服务、银行财务规划……这都是纸币、硬币等法定货

币所无法比拟的，卡片的功能被逐渐开发和增强……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银行卡， 让我们轻松享受卡式生

活，尽情分享便利支付，让生活更轻松 、更便利 、更精彩 。

悦享“卡”生活

货币从原始

社会的物物交换

过程中诞生后 ，

经历了贝壳 、金

属、 纸币等一系

列币材的演变 ，

每一次的变革 ，

都为人类生活带

来便利。 银行卡

作为货币的一种

支 付 形 式 出 现

后， 成为了重要

的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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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充分享受“卡式”生活

如今持卡族越来越多，如

果仅仅把银行卡当做是存取款

的工具，那简直是太“冤枉”它

们了。 其实从普通的借记卡到

可以“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

卡，都各具特色，若使用得当，

不仅可以享受更多便捷， 还可

以帮持卡人省钱， 实现个人理

财的目的， 充分享受现代 “卡

式”生活。

第 招：跨行交易认准银联标志（包括

境内外）

不同银行发行的银行卡能够在带有

银联标识的

ATM

机和

POS

终端上统一

存取款或消费。客户取款或刷卡，不用再

像以前那样， 在各种银行卡标识中寻找

自己所持有的那一种卡， 而只要认准标

志即可。

第 招：牢记银联

95516

和发卡银行客

服电话

在用卡过程中一旦出现无法解决的

问题， 要及时拨打中国银联的客服电话

95516

和发卡银行客服电话， 以减少不

必要的损失 ， 工行客户服务电话为

95588

。

第 招：经常登录银联和发卡行网站获

取最新优惠信息

中国银联和发卡行不定期的都有一

些对于持卡人的优惠活动，如积分换奖、

刷卡消费累计换奖等活动， 及时通过网

站获取相关信息， 可为自身刷卡消费带

来实惠。

第 招：刷卡消费要活用借记卡与信

用卡

借记卡和信用卡配合使用，通过参加刷

卡消费等优惠活动，可获得抽奖、积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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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招： 巧用银行电子渠道进行银行卡余额

查询

第 招：境外刷卡注意选择银联网络，少花

2%

的货币转换费

出境旅游者在国外及港澳地区消费，国

际卡组织在换汇业务中都要收取部分的货币

转换费，即服务费。 而目前，卡号为“

62

”开头

的“银联标准卡”持卡人在境外消费时，银联

方面只按规定汇率进行货币转换，少花

2%

的

货币转换费。

第 招：积极换领“

62

”字头银联标准卡，享

受国际标准服务

采用中国银联 “

62

” 开头国际标准

BIN

号， 不仅可以境内使用， 还可以境外消费结

算，让持卡人潇洒走出境。

第 招：边远地区也可跨行用卡

通过中国银联网络， 在具有银联标志的

全国县及县以下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也可以进

行银行卡取款和查询。

第 招：使用银联网络及时对信用卡跨行还

款，免去利息费用

只要持有已开通跨行还款的入网机构的

银行卡，便可随时在具有银联网络的

ATM

机

进行自助操作，轻松完成银行卡跨行转账，交

易资金瞬间从一张银行卡账户划入另一张银

行卡账户，实时到账，方便快捷。

第 招： 注意当地银联创新业务优惠信

息，手机、电话缴费既方便又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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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是信用卡的保护锁

在信用卡的使用过程中，

人们往往关注支付密码的重要

性， 从而忽视了签名对于信用

卡风险防范的作用。 签名和密

码是信用卡安全的双重保障。

依涵在某银行信用卡部

工作， 最近她接待了一单挂失

查询， 有一位持卡人曲小姐致

电信用卡中心， 说刚发现信用

卡丢失了，且已接到一笔

1200

多元的消费通知 （手机短信），

要求银行立即止付， 并同时协

助其向商户追讨款项。 按流程

依涵立即在银联清算平台上发

起退款申请， 但是一次退款遭

到了收单行的拒绝， 并出示了

商户拒绝的理由———

POS

单签

名。曲小姐得知后，要求依涵核

对签名， 经查曲小姐之前交易

的

POS

单签名后发现，该笔交

易签名确不是曲小姐的， 于是

曲小姐要求依涵进行二次退单

申请。 这时依涵出于规定告知

曲小姐，银行可提出申请，但如

果二次退单申请再遭拒， 马上

会进入司法程序。 因一次退单

遭拒原因会有多种， 如购物退

货、 取消交易时手续尚未办妥

等，但二次退单遭拒，原因就可

能涉及盗刷、 金融犯罪等因素

了，经侦大队会介入调查 。 如

果是玩笑或游戏的话，后果可

能会很严重。 曲小姐很肯定地

要求再次申请退款，并希望能

有司法部门介入。 最后通过法

庭判决，曲小姐拿到了商户的

赔款 ， 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

益。 而据依涵说，她曾经接过

另外一个类似的案子，却是年

轻的朋友互相开玩笑，司法介

入后，那两个年轻人都获得了

“血”的教训。

签名是信用

卡上的一道保护

锁， 不论对持卡

人还是发卡行 。

密码可以复制 ，

可以盗用， 可以

泄露， 但是签名

却非本人不行 ，

这个世界上通行

的 银 行 卡 保 护

锁，虽然古老，虽

然麻烦， 虽然落

伍， 却始终被世

界 金 融 系 统 通

用， 就像我们的

指纹一样， 独一

无二， 真实地反

映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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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刷卡消费最“划算”

掌握免息期， 实现信用卡还款期

限最大化。 特别对于持有多张卡片的

消费者来说，如何掌控、如何调配才能

使卡片的效用最优化值得好好研究一

番。 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卡片的还款日

期和账单日， 可以通过银行的客服电

话进行咨询，因为即使是同一家银行，

还款日期、账单日也各不相同。 由于很

多银行的还款日期定在账单日后

××

天， 了解了账单日就等于知道了最长

的还款周期， 也就是在哪一天消费最

“划算”。

比如您现在手中的信用卡账单日

是

5

日，最后还款日为

24

日。 那么如

果

4

月

6

日您消费了，账单需要

5

月

5

日才出， 而最后还款日为

5

月

24

日。

您的还款周期就有

50

天，用足了最长

还款周期，当然最“划算”。 而如果您

4

月

4

日消费了，那么

4

月

24

日就需要

还款了。 还款周期因为消费提前了

2

天而缩短为

20

天。 对于并非急不可待

的商品， 必要的话可以缓到账单日之

后购买，还款的压力会减轻不少。 持卡

人可以在自己的卡片后面做点标记，

比如写上最佳消费日期、 还款日期等

等，在消费时，选择最理想的卡片。

另外，对于拥有多张信用卡的消费者

来说，由于免年费的标准一般需要刷卡

满

5~6

次或是达到一定金额， 这就需

要持卡人记个账， 防止因为刷卡次数

不够或是金额不够而被收取年费。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持卡人， 对于

无法一次全部还清欠款的持卡人，可

以申请账单分期， 或是还上

10%

的最

低还款额。 如果连这部分账款都不能

及时缴纳， 那么会产生数额较高的滞

纳金， 给原本就还款能力不足的持卡

人带来更大压力。

不同银行的信用卡，还款日期、账单日都不相同。

对于还款日期定在账单日后

××

天的信用卡，了解了账单日就等于知道

了最长的还款周期。

此外，普通信用卡一般刷卡满

5~6

次或是达到一定金额即可免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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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申请信用卡时， 应该通过

正当途径办卡， 不要委托他人或非法

中介机构代办信用卡， 避免个人资料

被盗用。 在申请时需要填写的个人资

料，如姓名、生日、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也需要仔细保护。

信用卡在申领之后， 应该养成理

性付款习惯， 按期归还信用卡透支款

项，才能建立良好的个人信用。避免因

延迟付款或付款不足而被列入银行不

良信用记录名单， 给个人信用带来负

面影响。

不要申请超过您所能负担的信用

卡数量， 应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进行

信用卡消费， 以免背上无法承担的债

务。在办理信用卡贷款或预借现金前，

应先仔细评估所需支付的成本和利

息，合理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功能。及

时核对账单，一有疑问，请立即向您的

发卡银行询问。另外，应保管好记录信

用卡账户信息的对账单、收银条、取款

凭条等单据，或及时处理、销毁。 定期

查看对账单，如果发现不明支出，请立

即联系发卡银行。 未能及时收到银行

对账单时，请立即通知发卡银行。

信用卡套现

会影响个人信用

在申请到信用卡

时，不可以恶意透支

为目的，也不要通过

非法中介机构办理

信用卡，更不能主动

参与信用卡套现，以

免对个人资信状况

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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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网点

网上银行

自动转账

便利店

还款时挑选一个人少的网点办理 ，

是不错的办法。

网银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还款方式 ，

只要携相关证件去银行柜面办理开

通就可以了， 以后只要每月通过互

联网轻轻点击几下，就能完成还款。

网银的安全问题， 现在各家银行都

很重视，只要注意自我保护，就没问

题了。

即办理一张发卡行的借记卡， 并与

信用卡进行捆绑，每月按约定日期，

自动根据信用卡欠款信息， 将借记

卡里的资金转账至信用卡。 但要注

意：如果借记卡内余额不足，转账不

成功，下月起就自动取消捆绑了。

信用卡还款

渠道要选好

琦琦漂亮、时尚，找了个

非常体贴她的先生， 所以快

30

岁了， 在生活上却还是个

“小白”， 除了工作、

shopping

，

生活常识简直是“一穷二白”。

洗衣机不知按哪个键，炒鸡蛋

差点没把厨房给烧了……刷

信用卡还不知怎么还款，每月

账单和现金都是朋友替她去

缴还。

最近她先生阿明被公司

派驻日本， 月底就要出发，面

对这位“小白”太太，阿明抓紧

时间对她进行 “独立生活”教

育， 还打电话给琦琦的好友，

让她为琦琦上一堂信用卡还

款知识课。很多人觉得信用卡

用起来很方便， 还款却很麻

烦， 面对营业大厅拥挤的人

群，好心情烟消云散。 其实信

用卡还款除了去柜面办理，还

有很多方便渠道。

是最新的一个还款渠道， 实际上是通

过商店设备，对不同银行的银行卡账

户进行资金划转， 还款时只需携带

需还款的信用卡及任意银行的银行

卡就可办理，不收手续费，到账时间

3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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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境外提现大致可分为两

种情况： 一是客户持有的信用卡带有

银联标识， 并且此银联卡可受理境外

业务。 二是持有的信用卡除银联标识

外，带有

VISA

或万事达标识。 信用卡

提现将收取日息万分之五的利息，无

免息期，按月计收复利。

考虑到信用卡海外提现的手续费

不是小数目，因此，在境外消费时，银

行专家建议，持卡者多刷卡少提现，同

时， 尽量使用银联网络刷卡消费或提

现。 如果有需要，还可办理一张人民币

欧元的双币种信用卡， 以有效规避汇

率波动风险。 需要提醒客户的是，部分

银行的信用卡在境外消费时， 允许超

信用额度使用，但银行要收取超限费。

所以，客户在出国前，不妨向发卡行申

请调高临时信用卡额度， 避免信用额

度不足导致无法消费的尴尬， 或是为

数不少的超限费。

海外用卡宜

“多刷少提”

银行与银行之间、信用卡与信用卡

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异的收费标准 ，所

以， 建议客户按照手中持有的信用卡，

事先拨打该银行信用卡服务热线，便可

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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