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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随着新事物

的不断涌现，信用卡诈骗手法也披上各种

各样的“外衣”，给消费者造成了不小的损

失。对此，交通银行信用卡安全专家表

示，信用卡诈骗手法多数属于“新瓶装旧

酒”，持卡人小心提防，谨防上当受骗。

办理 ETC 切勿贪方
便 需认准正规途径

ETC可谓是一段时间以来的热门话

题，各大银行大力推销。车友小萌近日正

在比较各家银行 ETC 优惠信息时，一条

“银行”优惠短信弹出，称足不出户便能在

线申请，且有高速通行费三折的“大幅”优

惠，“周到”的是，短信后直接附有申请链

接，小萌见状毫不犹豫地点了进去。在填

写好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信息后，

小萌根据网页指示填上了短信验证码，紧

接着，银行的扣款短信接踵而至，这时小

萌才意识到被骗了。

交通银行信用卡安全专家表示，这类

诈骗手法属于“新瓶装旧酒”，不法分子借

ETC 办理的时机，给“钓鱼”网站包装上

“优惠”、“福利”的外衣，诱骗消费者“上

钩”，“消费者只需熟记以下两点：一是收

到银行优惠短信，务必要致电银行客服进

行核实，千万不能直接点击短信中的不明

链接，更不要随便输入银行卡号、密码等

重要信息；二是动态验证码是保证资金安

全的重要屏障，很多消费者往往不看全信

息内容，便直接输入验证码，这是非常危

险的。”

“消费者在输入前，仔细阅读短信，一

旦发现来信号码或是短信内容异常，应立

即停止输入，并致电银行客服进行核实。”

交通银行信用卡专家称。

在外租借充电宝时需
多留心 如有异常请核实

随着大众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高，给手机充电俨然成为“刚需”，这催生

了共享充电宝业务的兴起，商场、商店、饭

店、街头随处可见。然而，共享充电宝在

为用户提供便利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可乘

之机，一些不法分子在公用充电宝上稍做

手脚，进行一番“改造”，植入木马、病毒，

当消费者接入手机时，便可窥得手机中的

重要信息，从而实施盗刷。

这样的作案手法如何防范？交通银

行信用卡专家提示，首先，消费者应尽量

避免给手机接入不明的外接设备；其次，

如果必须接入，一定要仔细检查外接设备

的外观是否存在异常，是否有被拆机、改

造的痕迹；建议开启消费短信提醒功能，

一旦发现异常交易，马上致电银行核实。

不要轻信代办“大额
信用卡”应远离“黑中介”

一类黑中介打着“代办大额度信用

卡”“提升额度”的幌子，“吸引”有大额消

费需求的用户，消费者一旦轻信，除有可

能被收取诸如“中介费”“手续费”“押金”

等费用，还有可能遭遇盗刷。

交通银行信用卡专家表示，正规发卡

机构在处理信用卡审批时，都有严格的流

程、严密的风控制度，这就意味着银行发

卡并非“百分百”，同时根据不同消费者的

情况，卡片被授予的额度也不同，那些拍

着胸脯保证可以“100%”代办“大额度”信

用卡的，就需要消费者警觉了。

尽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多数是换

汤不换药，看穿本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财产损失。交通银行信用卡安全专家

总结了一些小口诀，比如“优惠短信不轻

信，不明链接不点击；共享设备虽方便，随

意接入有风险；大额办卡不盲信，理性消

费需牢记”，帮助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安

全用卡。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10月8日起，

个人房贷利率正式换锚，即由贷款基准利

率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记者获悉，上海首套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减 20个基点，

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加 60个基点，按照最新一期LPR，上

海首套房和二套房利率分别不低于

4.65%和 5.45%。

根据人民银行此前公告，10 月 8 日

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

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LPR为定价基准加

点形成。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

60个基点。

9 月 20 日，人民银行发布的 1 年期

LPR 为 4.20%，5 年期以上 LPR 为 4.85%。

以此计算，我国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

得低于 4.85%；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

得低于5.45%。

记者昨日从沪上一家银行相关人士

处获悉，10月 8日起，上海个人首套房利

率暂时还有优惠，即在 LPR 基础上最多

可下调 20 个基点，即最低可至 4.65%，这

一优惠预计后续会取消，“二套房则严格

执 行 LPR 加 60 个 基 点 的 规 定 ，即

5.45%。”

此前，上海首套房一般是贷款基准利

率的 95折，二套是基准利率上浮 10%，按

基准利率 4.9%计算，分别为 4.655%和

5.39%。以此计算，个人房贷利率换锚后，

上海首套房利率与之前基本相当，稍有下

降；二套房利率上浮6个基点。

以 100万元本金、30年期的等额本息

商业贷款为例，上海个人房贷利率换锚

后，首套房和二套房每月还款额分别为

5156.37 元 和 5646.56 元 ，较 之 前 的

5159.37 元和 5609.07 元分别减少 3 元和

增加 37.49元。

据接近监管的人士透露，此次定价

机制改革后，上海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

改革前相比保持基本稳定，是基于“一

城一策，因城施策”的调控原则，以及当

前上海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量稳价

稳”的总体态势，同时也是更好地落实

“确保定价基准平稳有序转换，保持个

人房贷利率水平基本稳定”的改革要

求。

此前，人民银行表示，人民银行省一

级分支机构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

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

家统一的信贷政策基础上，根据当地房

地产市场形势变化，确定辖区内首套和

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

限。另外，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

策暂不调整。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10月7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发布公告称，

将于 10月 16日召开上市委员会审议会，

就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洛

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

司的上市申请进行审议。至此，自 10月

10日起至10月16日，将有10家科创板申

报企业“闯关”审议会。

这一审议节奏比节前明显提速。中

金公司最新报告指出，预计科创板全年上

市数量或超过50家，“上证科创板50成份

指数可能在10月中下旬正式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前宣布，将于科创

板上市股票与存托凭证数量满30只后的

第11个交易日正式发布上证科创板50成

份指数。指数的推出能够及时反映科创

板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价格表现，进一步

体现市场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丰富上证指

数体系。

目前，科创板已有33只上市股，第30

只个股天奈科技9月25日登陆科创板，按

11个交易日推算，将于 10月 16日迎来上

市后的第11个交易日。

“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成长

性好的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

多分布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

高端装备等产业，总体上具备较强的科

创属性，研发投入与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境内市场其他板块。这些上市公司多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符合国家战略和经济

结构调整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前表

示，指数具备较好的投资属性，有利于形

成一批具影响力的龙头公司，起到良好

的示范效应。

从已经登陆科创板的公司情况来看，

33家公司合计募资472亿元，总市值5873
亿元，首日收盘涨幅均值为 156%。中金

公司认为，随着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逐步

增加、市场关注度向正常水平回归，科创

板企业上市后表现也有望进一步趋稳。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全球支付行

业权威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报告”日前

发布的《2018 年度亚太地区收单机构排

名》显示，银联商务以高达 77.7亿笔的收

单交易笔数排名亚太地区收单机构榜

首。自 2013年度首度登顶以来，银联商

务已实现“六连冠”，不仅稳坐亚太地区收

单机构的头把交椅，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

经济稳步发展，以及国内消费市场需求旺

盛的强烈信号。

据悉，该期“尼尔森报告”以收单交易

笔数对亚太地区前十大收单机构进行排

名，其中，银联商务2018年收单交易笔数

是排名第二位韩国 BC 卡的 1.5 倍，同比

增幅高达44.5%。同时，银联商务2018年

全卡种收单交易金额高达 2.3 万亿美元

（约14.9万亿人民币），远超榜单中其他九

家收单机构全卡种交易金额的总和（约

1.17万亿美元），占亚太区前十大收单机

构交易总金额的65.9%。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支付行

业可以说是金融创新科技率先普及和使

用的前沿阵地。银联商务基于旗下百万

商户和支付受理端，多年前就搭建了覆盖

全国的“开放式移动泛非接受理网络”，能

够受理传统的银行卡支付、云闪付、扫码

支付和银联手机闪付，随着前沿生物识别

技术的不断发展，银联商务的支付受理网

络也在不断升级，刷脸支付、静脉支付、语

音支付等新兴移动支付方式的受理也在

不断探索中。近年来，银联商务还采用当

前业内领先的计算机识别技术，推出了

“即拿即走、无感支付”的“悦便利”新零售

解决方案，并已先后落地应用于上海、苏

州、大连等国内多个城市。

在综合支付服务领域持续发力同时，

银联商务还深入挖掘商户融资理财、精准

营销、IT架构、物流、信息管理等方面的

需求，围绕“支付+”推出“天天富”普惠金

融、金融云、开放平台、“银杏”大数据、“大

华捷通”物流撮合平台、“银商云”ERP等

系列增值服务产品，已形成具有银联商务

特色的闭环式支付服务生态圈已具规模

雏形。

个人房贷利率昨起换“锚”LPR

上海个人房贷利率保持基本稳定

信用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银行人士：小心提防“新瓶装旧酒”

最新亚太地区收单机构排名揭晓

银联商务连续六年独占鳌头

科创板审议节奏明显加快
未来一周有10家公司“闯关”审议会

上海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改革前相比保持基本稳定。 □IC photo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