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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乐山市商业银行与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在成都宣布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创新产品
联合运营、科技成果共享、大数据、
金融云计算、融资授信、理财业务等
多个方面实现合作。

据悉，在共建普惠金融方面，
合作双方将分别依托在互联网和
传统金融领域的资源优势，充分运
用互联网远程身份认证、人工智能
客服、移动 VTM、大数据分析和精
准营销等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风
险防控和客户服务能力，着力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人脸识别、获

客营销等问题，为客户提供更先
进、便捷、安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和服务。

随着四大行纷纷与互联网巨头
联姻，标志着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
融的融合已经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该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始终站在行业发展潮流前沿，提出
了“十三五”时期将加快推进金融互
联网化提升到全行战略高度，作为
战略转型渠道和市场突围方法，打
造成为省内排名前列的互联网交易
型银行，力争网上银行再造一个乐
商行。

我市推行的居民健康卡，其主要
功能是“健康”，同时还包含了金融服
务。使用居民健康卡有5大好处。

好处1：实现就诊一卡通 目前，持
居民健康卡可实现在资阳城区内 5家
公立定点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人
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中医医院、
雁江区人民医院）就诊、缴费取药。下
一步，随着软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善和
数据共享，凭此卡逐步实现在全市、全
省、全国各大医院通用。

好处2：缩短候诊时间 持卡居民可
以通过便民自助设备挂号、缴费、查询
等，“一卡在手，全程通用”，有效破解了
挂号、就诊、缴费排队时间长和诊疗时间
短的“三长一短”问题。

好处3：降低就诊费用 居民健康卡

可以实现居民在各家医院的诊疗信息和
本人健康档案横向互通、纵向共享，各医
疗机构之间逐步实现检验结果互认，减
少重复检查，进一步降低就诊费用。

好处4：加强健康保障 居民健康卡
能够完整记录一个人一生的所有医疗信
息。医生可以凭卡实时调阅患者在其他
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和检查结果，因而
提供更准确的诊断，推荐个性化的健康
保健知识，让你的健康得到保障。

好处5：实现一卡多用 我市推行
的居民健康卡已集成有医院就诊卡、
银行借记卡的功能，也可签约成为市
住房公积金联名卡。下步居民健康卡
还可加载其他更多功能，为持卡居民
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医疗、金融和生
活服务。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
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
息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9 月 1 日起各银行按日采集并报送
个人银行卡境外提现交易及单笔等
值 1000 元人民币以上的消费交易
信息，随后又将实施时间提前到 8
月21日。

数据显示，2016年境内个人持
卡境外交易总计超过 1200亿美元，
银行卡已成为当前个人出境使用最
主要的支付工具。此次新规是否针
对海外刷卡消费进行外汇管控？对
以后个人海外“买买买”“刷刷刷”是
否有所影响？带着这样的疑问，记
者走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资阳市中
心支局。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开
展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采集，并不
涉及银行卡境外使用的外汇管理政
策调整，不影响居民正常的境外消
费，外汇局支持和保障个人持银行
卡在境外经常项下合规、便利化用
卡，此外，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由发

卡金融机构而非个人报送，不增加
个人用卡手续，大家对此不需担
心。至于《通知》出台的原因，相关
负责人解释是为加强监测变相的洗
钱、资本外逃等违法交易。

近年来境外提现金额较大、乱
象较多，比如，在境外赌场刷卡购买
筹码后，通过与他人交换或直接退
筹进行套现；购买高档奢侈品、会
籍、收藏品后，转手他人现金收购；
甚至此前澳门一些珠宝店、手表店，
就允许内地游客用银联卡进行虚假
购买，然后以退货形式兑现。还有
一些人通过倒卖银行卡，进行境外
取现，构成“蚂蚁搬家”式“转移资
产”。今年 6月，外管总局刚刚通报
了部分企业、个人外汇违规的案例，
其中多数都是通过将大额资金化整
为零，冒用购物旅游等名义转移至
国外。这些行为，已成为了贪腐、洗
钱、违规转移资产的温床，而对银行
卡跨境交易进行统计有助于提升金
融交易透明度，加强对该类违规违
法行为的管控。

截至 7月末，工行资阳分行累
计 投 放 个 人 贷 款 1905 笔 ，金 额
43938 万元，其中办理个人一手房
贷款 1793 笔，金额 41947 万元；二
手房贷款 62笔，金额 1377万元；质
押贷款50笔，金额613万元。实现
信用卡交易额 22.24 亿元，信用卡
刷卡消费交易额8.27亿元，信用卡
分期付款交易额7393万元，有力支
持了消费等民生领域的信贷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工行资阳分行

在信贷投放上坚持用好增量、盘活
存量、做大流量、把好质量的理念，
不仅关注对新增贷款投放的把握，
而且把每年存量到期收回贷款和
新增贷款一起，并轨管理、统筹配
置。工行资阳分行通过完善信贷
增量与存量移位再贷并轨管理机
制，按照全流量统筹配置信贷资
源，在保持信贷余额合理增长的同
时，为我市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
提供了充足的金融动力。

中国银行乐至支行

防金融诈骗宣讲
进社区

为贯彻落实监管部门要求，切实
保护广大群众金融资产安全，预防和
减少金融诈骗案件的发生，8 月 5 日，
乐至支行深入社区，开展了以防金融
诈骗为主题的“中国银行进邻里，金融
防骗来支招”社区宣讲活动。

活动过程中，该行通过现场宣讲、
发放折页、播放防诈骗视频等方式，从

“什么是诈骗”“金融诈骗的类型及案
例”“受骗心理分析”“如何预防诈骗”
等几个方面，对社会上常见的电信、中
奖、非法集资等诈骗案件进行回顾，并
通过现场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与社
区居民互动，充分调动其参与，以此提
醒社区居民不要轻信任何诈骗电话、短
信，不要参与任何非法集资活动，引导
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理性选
择金融产品。活动现场，解答社区居民
提出的银行卡安全用卡问题3个、社保
卡防诈骗及如何使用等问题 20个、如
何安全购买银行产品的问题2个。

此次宣讲活动，使社区居民进一
步了解了金融诈骗手段，提高了防诈
骗意识；下一步，该行将扩大金融知识
宣讲范围，切实履行“担当社会责任，
做最好的银行”战略目标，为维护良好
的金融安全环境保驾护航。

服务一生服务一生就就医无忧医无忧
———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推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推行居民健康卡居民健康卡

我市居民健
康卡建设工作于
2016年5月正式
启动实施。首批居
民健康卡由市卫
计委、绵阳市商业
银行资阳分行联
合发行，发放对象
为雁江城区22.4
万名居民，用于办
理居民个人医疗
卫生服务和金融
服务。同年11月9
日，我市举行了居
民健康卡首发仪
式。为保障有序发
卡，市卫计委将按
单位、企业、社区
依次采集居民身
份信息，统一制卡
及发卡。目前，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

居民健康卡是国家卫生信息化
“3521工程”框架提出的基于电子健
康档案、电子病历和三级信息平台，
实现医疗卫生服务跨系统、跨机构、
跨地域互联互通和医疗信息共享的
个人信息基础载体。主要用于居民
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身份识别、基
础健康信息存储、就医一卡通（跨机

构、跨地区诊疗）、费用结算和金融服
务等应用。

简单来说，居民健康卡就是兼具
银行借记卡和医院通用就诊卡等多
种功能的实名制金融 IC 卡，市民只
要手持一张这种“身份”特殊的卡，就
能实现医疗、金融、政务、生活等各方
面的快捷服务。

居民健康卡被誉为惠民便民卡。
其目的是方便群众就医，存储个人医
疗信息和就诊病历，减少医疗费用，解
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居民
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

据库实现联网共享后，居民只需一卡在
手，便可跨地区跨机构就医，且个人的
诊疗信息和健康信息，都可通过居民健
康卡在任何医院进行读取和查阅，解决
了一家医院办一张卡的问题。

资阳市居民健康卡的功能
医疗卫生服务功能

●健康服务：就是记录人一生的健康、就医看病过
程及相关信息。

●医疗卫生服务：只要持有居民健康卡，便可在各
级医疗机构挂号、门诊、住院取药和费用结算，实现市内
医疗服务一卡通。同时，可在各级卫生机构办理儿童计
生免疫接种、妇幼保健、慢性病管理、干部保健等业务。

●信息查询：持有居民健康卡，可以在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自助终端机查询个人的健康档案、历次就诊记
录等信息。

21日起境外刷卡超千元需上报

海外“买买买”或受影响？

实现金融科技合作
乐商行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

工行资阳分行解决企业融资难
助力实体经济稳步发展

当前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是服
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
融改革。近年来，实体经济已经成为
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
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行业的大
力支持。

2017年，工行资阳分行认真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以及监管部门工作部

署，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努
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抓机遇、强管
理、化风险、提质量、促转型，全行整体工
作稳中有进，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上半年，工行资阳分行从“抓重
点，围绕重大战略部署支持重点项目
建设；聚焦点，扎扎实实支持地方实体
经济发展；解难点，通过多种形式切实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化痛点，降低不良
贷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创
新工作方式，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核心主
线，自觉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大力推
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支持成资
一体化、临空经济区以及内陆开放前
沿区建设。

2017年，我市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与此同时，工行资阳分行也进一步
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
度。一是全力支持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工作。1月20日通过总部融资方式，工

商银行向成安渝投放项目前期贷款，解
决了成安渝项目的资金问题；在资潼高
速正式银团未组建的情况下，率先向资
潼高速发放项目前期贷款，全力支持资
潼高速项目前期征迁等工作。二是积
极支持政府PPP项目。先后向“沱西滨

江路改造项目”“凤岭公园改建项目”两
个PPP项目投放贷款解决燃眉之急，向
乐至县“童家发展区道路建设项目”“城
区道路综合提质项目”投放贷款，专项
用于改善乐至县城区道路环境；中央直
属粮库十万吨建仓项目已在审批中。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
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
旨。从世界金融发展历程看，没有实
体经济的根深蒂固，就没有金融的枝
繁叶茂；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
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效率
的历史。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
金融也只有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服

务，才能行稳致远。工行资阳分行自
成立之初，一直与地方工商企业保持
密切联系，同时也大力支持本地优质
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工行资阳分行对实体
经济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加大投放，
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上半年，工行资
阳分行对 37 户实体企业累计投放法

人贷款 10.26 亿元，保障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二是积极化解风险贷款，帮
扶困难企业渡难关。通过再融资、展
期等方式，对 4 户困难企业实施帮扶
3476万元；对诚实守信的困难企业在
元旦、春节期间没抽一分钱贷款、没
有起诉一户企业，体现了该行的社会
责任。

“工于至诚 行于致远”工行资阳
分行一直秉持着优质的服务理念，
切实为客户考虑，先后为 19 户企业
办理了降息，降息贷款金额近 3.5 亿
元；为 2 户学校减免利息 1758 万元；
通过再融资、借新还旧、展期、调整
还款计划等方式，将 11 户企业的逾
期贷款转化成了正常贷款，减少罚

息约 200 万元。同时，主动承担贷款
费用，目前共支付各类资产评估费
55172 元；支付各类抵质押资产登记
费 121610 元。其中，支付个人贷款
抵押登记费 1254 笔，金额 102280 元；
支付思维机械、鑫蕾电子、红旗丝绸、
凯润电器等企业抵押费用，金额合计
19330元。

积极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有效支持工商企业发展

认真落实降融资成本承诺

积极支持房地产去库存

居民健康卡带来的好处

为什么要发行居民健康卡

金融服务功能
具有银行借记卡功能，可在银行柜台、全球带有

“银联”标识的自助机ATM和消费终端办理相关业务
●支付结算：能实现包括现金存取、转账汇款、代

发工资、代扣公用事业费等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一卡多
账户，可实现定活期存款和购买理财等投资理财服务。

●电子银行：可免费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
信银行、微信银行，随时随地享受互联网金融服务。

●便捷支付：居民健康卡绑定了小额电子现金账
户，可实现电子现金快速小额支付功能。

●公积金查询：签约公积金账户查询协议后，可随
时查询公积金缴费明细、余额等信息。

金融服务功能，需持居民健康卡和有效身份证到
绵阳市商业银行任一网点办理激活后，便可开通。目
前，开通金融服务功能，可享受绵阳市商业银行提供的
优惠：免银联标志的ATM取款手续费（每月前10笔）；
免银联标志的ATM转账手续费（每月前5笔）；免个人
账户短信服务费。

答疑解惑
什么是居民健康卡

本版文字由实习生 苏秋伃本报记者 李小凤整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