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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 3 月微信对
提现功能收费之后，今起，微
信信用卡还款又开始收费。 荆门
晚报记者注意到，11 月 7 日， 腾讯发
布公告称，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对每
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额超出 5000
元的部分按 0.1% 进行收费 ( 最低 0.1 元 )。
截至目前，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收费项目
已覆盖提现、 转账和信用卡还款三方
面，对于用户来说，能享用的“免费
午餐”越来越少。
荆门晚报记者 郑晓东

第三方支付平台“
免费午餐”越来越少

微信还信用卡
今起开始收费
调整

荆门晚报记者了解到， 微信
在“信用卡还款”的常见问题一栏
发布 《关于微信信用卡还款收费
规则的说明》， 规定自今日起，对
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额
超出 5000 元的部分按 0.1%进行
收费 (最低 0.1 元)， 不超过 5000
元的部分仍然免费。
具体来看，每人每月累计还款
5000 元以内， 不收取任何形式的
手续费;同一身份证下的多个微信

反应

窍门
通过这些渠道
信用卡还款仍免费

还款超 5000 元收手续费
账户， 共享每月 5000 元免费额
度; 手续费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
时，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为他人
还款时，占用支付方的还款免费额
度。
此外，今日至 12 月 31 日设置
为缓冲期，届时进行手续费减免活
动，每人每月累计还款 20000 元以
下，手续费全部减免。 此外，微信
也会不定期开展手续费减免优
惠。

那么，目前还有没有信用卡还
款免费渠道呢？ 记者了解到，支付
宝方面的信用卡还款收费标准目
前并无变化，通过支付宝手机端还
款仍免费。 而通过支付宝电脑端为
本人还款免费； 为他人还款费率
0.2%，最低每笔 2 元，最高每笔 25
元。
另外，通过银行 ATM、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自动还款等渠道进行
信用卡还款， 还款后信用卡额度即
时恢复， 款项一般在当天系统处理
后即可入账，无须手续费。 值得提醒
的是，选择自动还款，要保证所绑定
的借记卡中有足够的金额， 如未足
额还款， 用户或需承担全额罚息和
违约金。
此外， 微信还推出了预约理财
还款，用户设置预约信用卡还款，将
金额存入腾讯理财通， 既可实现准
时自动还款又可赚收益。

收费调整影响不大

据了解， 微信信用卡还款支持
52 家银行的信用卡还款，此次收费
调整消费者的反应如何呢? 在荆门
晚报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超七成消
费者表示每月信用卡还款额不超过
5000 元，影响不大。
市民李美琴今年年初开始使用
微信进行信用卡还款， 每月还款金
额在 3000 元左右。 听说微信信用
卡还款的新政后， 她比较淡定：
“
付

费时代嘛， 各类服务都慢慢开始要
收费，可以理解。 我每月的卡债都不
到 5000 元，所以没什么影响。 ”
“我们一家三口日常消费都是
刷卡支付，平均每个月 8000 元左
右，一直使用微信还款。 政策变化
后，使用微信还款一年有 30 多元
手续费，总体来说影响不大。 实在
不行我就到银行去还款，也很方便
的。 ”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工行荆门分行参加省行职工运动会成绩喜人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程 远 英 ）

近日，工行荆门分行在省行组织的
第四届职工运动会上成绩喜人，获
得了乒乓球女单项目第一名、女子
50 米自由泳和蛙泳第二名、 男子
50 米自由泳第二名、 女子 100 米
和 200 米跑步第三名的好成绩。
本次运动会， 该行组织了 6
名男员工、5 名女员工分别参加了
田径、乒乓球、游泳、羽毛球、混合
接力等 13 个项目的比赛。 在人数
相对较少、 训练时间紧凑的情况
下，全员斗志昂扬，以敢于担当、
不惧挑战的精神奋力拼搏。 最终
经过比拼， 该行熊娥获得兵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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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单打第一名， 胡婕获得女子
50 米自由泳和蛙泳第二名， 朱原
获得男子 50 米自由泳第二名，袁
曲、 余婷分别获得女子 100 米和
200 米跑步第三名的好成绩。
工行荆门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行一直以来致力于企业文化
建设，开展了多种文娱活动，不定
时组织员工参加行内的羽毛球、乒
乓球比赛，并创办了网球、摄影、插
花、茶道等十多个兴趣小组。 通过
活动的开展，员工们将求新、求乐、
求知、求健康相结合，通过娱乐消
除疲劳，调节身体，促进广大员工
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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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手机银行
可扫码解锁摩拜单车
笔者近日获悉， 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推
出了扫码解锁摩拜单车的全新便民服务， 客户
只需将建行手机银行更新到 4.0.7 版本，即可通
过
“扫一扫”或悦享生活频道“摩拜单车”功能扫
码解锁摩拜单车， 客户完成骑行后还可通过该
行手机银行支付骑行费用或对摩拜账户进行充
（许云峰）
值。

中行
“税银互动”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今年，中国银行荆门分行与市国家税务局、
市地方税务局开展“税银互动”战略合作，成功
推出“出口退税贷”等系列新产品，助力我市小
微企业发展。
所谓
“
税银互动”， 是由税务部门、银监部门
与商业银行三方建立银税合作机制，为金融部门
与小微企业搭起信用桥梁，拓宽融资渠道，破解
其抵押、担保瓶颈，满足其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
求。 截至目前，该行已成功办理了两笔
“
出口退税
贷”，金额 710 万元。 成功办理该业务的钟祥兴利
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程世伦表示：
“
在中行荆门
分行 430 万元出口退税信用贷款的扶持下， 公司
从农户手中收购了 2000 多吨鲜菇精加工， 拿到
出口澳大利亚的订单。‘
兴利’牌香菇去年出口创
汇 3000 多万美元，利润逾 1000 万元。 预计今年
（钱文美）
出口创汇和利润将增 10%-15%。 ”

泰康人寿
让你的小康生活更“鑫福”
针对医疗、养老等核心问题，泰康人寿近日
推出泰康鑫福年金保险计划，只需一份投入，即
拥有生存金给付和现金分红(具体以合同约定为
准)两笔现金流，受到市场追捧。
保单第六七年度给付年交保费的 100%，第 8
个保单年度起至 64 周岁每年给付保额的 30%；
65 周岁起每年给付养老保险金，每年按上一年给
付金额的 5%提升， 起领之日起保证领取至 99 周
岁；同时还可根据每年的实际经营状况，将可分配
盈余的 70%作为保单红利分配给投保人。
配套的健康尊享 C 款医疗保险保障计划，
具有突破社保、保至 99 岁、可报特殊门诊等特
点，同时提供齿科、重疾就医服务等。 此外，产品
还有复利增值规划活、身价保障年年涨等特点，
（彭春玲）
确保客户长期收益和财富传承。

新华保险
再获保监会服务评价 AA 评级
近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 2017 年保险公司
服务评价评级结果， 新华保险荣获 AA 的最高
评级， 这也是新华保险连续第二年荣获保监会
服务评价的最高评级。
中国保监会出台《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 连续两年在保险行业开展服务评价，
2017 年评价结果已向社会公布。 服务评价体系涵
盖销售、承保、保全、理赔、咨询、回访和投诉 7 大环
节，设定电话呼入人工接通率、理赔获赔率、投诉率
等 8 项定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服务创新和
重大负面事件分别进行加减分。服务评级结果分为
A、B、C、D 四大类，具体包括 AAA、AA、A、BBB、
（胡凤华）
BB、B、CCC、CC、C、D 共 10 级。

比赛现场。 荆门晚报通讯员 程远英 摄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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