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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病毒式“强推销”几时休
□新华社记者 王淑娟
论信用卡是否被激活。
“鉴于您信用优良，已成为我行
不少信用卡在推销时会以“免年
信用卡优选用户，点击立即申领。”这
费”为宣传点，但实际上免的只是第
样的信用卡短信推销，每天都像病毒
一年年费，或者每年要交易到一定额
一样发送到很多人的手机上。记者
度才可以。
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银行在信用
此外，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些
卡业务上的激烈竞争，争相“拼规模” 信用卡不激活的话，年费会以欠款的
“抢市场份额”，病毒式的畸形营销愈
形式记录在持卡人的账户中，而且持
演愈烈。
卡人没有激活，银行也不会通知用户
■花式营销获客 强制办卡没商量
有欠款。如果用户一直没有缴纳这
“信用卡说了不办，还是电话短
部分欠款，则会造成逾期并影响个人
信邮箱疯狂推荐、骚扰，不办卡就不
征信情况。
停地骚扰。”山西的杨女士对信用卡
张家口市的张女士在“聚投诉”
的疯狂推销感到很无奈，
“ 经常是正
平台上投诉称，去年 5 月通过某银行
在上着班、开着会，这种电话就打进
APP 的推荐申请了该行信用卡，APP
来了。
”
上未对卡片特殊性质做详细说明。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都被信用
卡片领取时银行工作人员也没有介
卡类似的“强推销”所困扰。近年来， 绍使用的权利义务，一直以为就是张
我国信用卡发卡量每年都在大规模
普通的信用卡。今年 5 月却收到银
增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行短信称 6 月 2 日前需消费够 20 万
2018 年末，我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元，否则将收取 2000 元年费。而卡
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6.86 亿张，同比增
片透支额度才 5 万元，怎么在一个月
长 16.73%，不少银行的累计发卡量
内 消 费 够 20 万 元 ？ 为 了 不 影 响 征
都突破了 1 亿张。
信，张女士只好交了年费。
现在，信用卡的发卡推销花样繁
“这种隐瞒消费条款、不告知全
多，已经不局限于直接上门或到办公
部权利义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太
室推销。例如，与商场、超市、电影
让人气愤了！”
张女士说。
院、大型展览、热门手游等合作发联
■应强化发卡规范性
名卡。在人流密集的商场超市经常
记者了解到，在银行信用卡业务
会看到银行信用卡“摊位”，以办卡送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投诉和
行李箱或“刷卡返现”、免年费等来吸
案件纠纷也明显增长。
引消费者办卡。
河北省消协今年 3 月发布的信
借助互联网化，信用卡推荐广告
用卡消费调查报告显示，由于银行对
无孔不入。浏览新闻、观看短视频甚
信用卡领用条款及章程提示说明不
至在微信上阅读一篇文章，都有可能
到位引起的疑问和纠纷占比
会被推送信用卡广告。有的银行则
26.32%，而由于合同中存在不平等条
粗暴地采取捆绑式强制办卡，不少消
款等产生的疑问和纠纷占比为
费者反映，申请房贷、消费贷时被强
10.53%。
制要求办信用卡。
一位信用卡业内人士向记者透
北京白领郝女士在没有同意办
露：
“ 只要你在网上点击过办理信用
卡的情况下，直接收到一张快递到家
卡的相关链接，信息就泄露了，所以
里的信用卡。
“我当时上班不在家，快
经常会出现办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
递送过来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本人签
其他银行都纷纷跑来营销的情况。”
收，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办了一张信用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
卡。”
心副主任奚君羊表示，信用卡业务已
而已经毕业多年的上海白领王
经成为不少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所
女士，上大学时办了一张信用卡，多
以银行都在发力布局信用卡业务。
年后卡片到期，王女士致电银行咨询
在银行加大信用卡推销力度的推动
到期卡片是否就会自动注销，没想到
下，
“ 一人多卡”的授信情况极为普
银行告知几个月前已经寄出一张新
遍，也形成了“发卡日就是死卡日”的
卡片到当初办卡留的学校地址。
“银
怪现象。
行太随意了，给我办了一张新卡也不
“我手上已经有 4 张信用卡，其
通知我，也不核实寄送地址，万一卡
中两张是办贷款的时候被强制要求
片被他人盗用了，谁来负责？”
办的。但我还是经常收到银行发来
■
“免年费”馅饼其实是陷阱
的各种办理信用卡的邀请，而我根本
“被礼物吸引，却走进大坑。这
不需要再办了。
”上海白领陈女士说。
样的办卡诱惑一定要抵住，不然后悔
实际上，2009 年原银监会印发的
不迭。”网友“猫哥”在网络上的一篇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
文章写道，自己在礼物的诱惑下办理
知》就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
了一张信用卡，没想到未激活开卡的
建立发卡行为规范机制，强化信息披
信用卡也要交年费，不知情的他三年
露，对信用卡申请人履行必要的收费
未缴年费被计入了逾期，导致买房办
和风险告知义务；未经持卡人授权，
房贷时征信没通过。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用卡激活前，不
据记者了解，大部分信用卡都要
得扣收任何费用。
收取年费，有的是规定开卡后交易次
消协相关人士认为，银行信用卡
数达到几笔就可以免年费，有的则
相关解释提示服务有待加强，应加强
“霸道”地规定不激活不开卡也要收
对合同条款的解释、规范，加强在信
年费。例如，某银行信用卡申请网页
用卡申办过程中的规范化、标准化服
上显示，办理“高端系列”信用卡后， 务，确保消费者在申办中了解各项注
乙方则同意按甲方规定缴纳年费，无
意事项，优化使用体验感。

趣味拓展迎
“六一”
5 月 29 日，
孩子们在参加趣味拓展游戏。
当日，浙江省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举行“奔跑吧，萌娃”趣味拓展游戏活动，迎接
即将到来的
“六一”
儿童节。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取消高速省界收费站 你该知道的事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每到假期，经常遭遇堵车，对此，交通运
输部说，今年底前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彻底解决高速公路省界交通拥堵。取消
省界收费站后，走高速就不用交费了？这项
工作具体怎么开展？关键工作是什么？
取消省界收费站≠取消高速通行费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不等于取消
高速公路通行费。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说，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只是通过技术手段实
现车辆跨省行驶时不停车快捷交费，是收费
方式的改变，并不是取消高速公路通行费收
费。跨省行驶车辆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标
准，
依法交纳车辆通行费。
通行费还是要收的，
但收费方式有些不一
样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深化收
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施方案》，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货车通行
费计费方式统一按车（轴）型收费，确保不增
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同步实施封闭式高
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不停车称重检测。
“这项工作涉及收费方式的变化，但不
会增加总体负担，而且货车可以通过安装
ETC 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提高运输效率。”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说。
有望彻底解决省界交通拥堵现象
堵车，着实坏了在路上的好心情。堵在
哪？主要堵在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取消
省界收费站，实现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将
有助于彻底解决拥堵问题。
据统计，ETC 的通行效率至少为人工收
费窗口的 6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后，客车平均通过省界时间由
原来的 15 秒减少为 2 秒；货车平均通过省界
时间由原来的 29 秒减少为 3 秒。
有些人疑惑，既然取消省界收费站有望
彻底解决省界交通拥堵现象，为什么现阶段
才力推这项工作？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此前表示，我

国高速公路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从起初
按照路段收费，每个路段、每个项目各自设
收费站，之后实现省内联网、取消省内收费
站。2015 年实现全国高速公路 ETC 联网。
这是持续不断提升的进程。按照计划，目前
要力争在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
戴东昌说，现阶段开展这项工作，也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当前，部分
省界收费站排队交费的现象日益频繁，严重
影响了高速公路路网通行效率，社会反响强
烈。这次取消省界收费站，就是除了出入口
外其他的收费站全部取消。
“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全网进入了除进出口之外的无
站新阶段，基本实现了一体化运营，一路畅
通。
”
戴东昌说。
关键要推广 ETC 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系统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一项非常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大量的工作，吴德金
说，
“ 其中 ETC 的推广应用全覆盖是能否如
期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目前最紧迫的工
作是大力推广普及 ETC，开展收费车道、ETC
门架系统建设改造。
”
截至今年 3 月底，全国 ETC 用户总量达
到 8072.63 万，汽车安装率约为 34%，高速公
路 ETC 支付使用率约为 45%，距离实现不停
车快捷收费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对此，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关于大力推
动高速公路 ETC 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
明确
政策举措，力争到 2019 年底汽车 ETC 安装率
超 80%，
基本实现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
根据通知，
自 2019 年 6 月起，
在高速公路
服务区和具备条件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
广场，为通行高速公路车辆开展 ETC 安装服
务；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严格落实对 ETC 用
户不少于 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为了尽快解决拥堵难题，还没安装 ETC
的小伙伴们抓紧安装啦！大家一起努力，争
取到今年底，在高速公路上，一网通行、一路
畅通、一脚油门踩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