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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信息时报记者从

建行东莞市分行获悉， 从即

日至年底， 建行联合建信财

险推出手机银行“金猪送福

保障盈门” 主题营销活动，

用户通过参与互动小游戏，

即可赢取 1 分钱购时尚数码

礼品资格、 1 分钱优惠购险资

格。

据介绍， 本次活动建行

为手机银行用户贴心准备了

手机碎屏险， 用户购险后，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由于手机

意外坠落、 挤压、 碰撞而导

致显示屏机械损坏， 需要进

行维修或使用相同或类似规

格同等级显示屏替换的， 都

可以在保险金额内享受一次

手机屏幕维修服务。 幸运用

户还有机会 1 分钱购买 i－

Phone XR、 Air Pods 无线耳

机、 戴森吹风机、 大疆口袋

云台相机、 Beats Studio3 头戴

式耳机、 小米米家扫地机器

人、 小米小爱蓝牙音箱

（随

身版 ）

等超值大礼， 礼品数

量超万份。

建行东莞市分行方面表

示， 为避免用户因担忧盗刷、

盗用产生资金损失， 从而对

使用网络渠道有所顾虑， 活

动还准备了百万份个人账户

资金安全险， 参与活动用户

仅需支付 1 分钱就能购得，

保障用户在建行开立的存折、

银行卡等账户挂失、 冻结前

48 小时内因盗刷、 盗用、 复

制或被他人胁迫导致的资金

损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建

大学生卖掉自己银行卡险背20万债务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提醒：买卖银行卡属于违法行为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银行卡能用来出售， 换取零花钱？

答案显然是不行， 但依然有人这么干，

结果毫无意外栽了大跟头。 日前，广发

银行东莞分行向记者透露，近期，四川

遂宁披露了一起涉及买卖银行卡的电

信诈骗案： 大学生刘某为赚取零花钱，

把银行卡卖给别人，被犯罪分子用于电

信诈骗、伪卡盗刷，因账户被冻结，刘某

险被犯罪分子索债20万元。 广发信用卡

提醒，买卖银行卡属于违法行为，公众

应及时掌握不法分子的套路和手法，增

强风险防范意识，维护好自身的财产安

全。

出售、转借银行卡后果不堪设想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

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

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 买

卖银行卡过程中可能会伴随非法持有

大量银行卡、买卖居民身份证等违法行

为，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买卖居民

身份证罪。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

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也规定，经公

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

行账户的，5年内暂停其非柜面业务，3

年内不得新开账户，相关信息将被人民

银行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并向社会公布。

可见，出售、转借银行卡等行为后

果不堪设想。 很多持卡人之所以屡屡成

为犯罪分子利用的对象，主要在于风险

意识不强。 那么，如何保护好个人信息，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呢？ 对此，广发信用

卡提醒，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警

惕。

多方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首先，勿将个人银行卡及身份证出

售给他人，因为一旦贪小便宜出售自己

名下的银行卡或身份证, 就有可能出现

上面案例中小刘面临的大额负债情形。

并且， 如果身份证被用于冒领信用卡，

一旦出现恶意透支，就会导致个人信用

受损，并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

其次，持卡人要保护好银行卡信息

和密码。 日常刷卡消费时要“卡不离

身”、“卡不离开视线”, 不要随便持存有

大额存款的储蓄卡进行刷卡消费。 在输

入密码时,要注意用手遮挡，防止他人窥

视。

另外， 网上支付要防范信息被盗，

疑似银行短信里的链接慎重点击。 在网

上进行资金操作时，要登录正规银行网

站，避免误入钓鱼网站被窃取银行卡信

息和密码。 收到疑似银行发来的短信，

尤其是附加链接的核实、更新资料的短

信时，一定要多方验证，最好拨打银行

客服电话查证。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作为行业领导

者的广发信用卡，一直致力于为用户营

造健康安全的用卡环境，通过在业内首

创AI首笔交易反欺诈模型，线上可设置

“交易开关”，打造“交易安全卫士”服务

等科技手段为数千万广发信用卡用户

带来信息和资金安全保障。

中国平安上半年归母营运利润稳健增长23.8%

不断提高股东回报，上半年现金分红加回购合计171亿元

昨日，平安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向信息时

报记者介绍，8月15日，中国平安公布2019年上

半年业绩。 上半年，中国平安整体业绩及核心

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734.64亿元 ， 同比增长

23.8%； 得益于上半年手续费佣金税务新政带

来的104.53亿元一次性影响，净利润同比增长

63.3%，达1057.3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76.76亿元，同比增长68.1%。 在行业结

构调整的背景下， 公司向高价值业务转型，业

务结构持续优化，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的新业务

价值率达44.7%，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

据介绍，得益于营运利润稳健增长及集团

充足的偿付能力， 平安持续提升分红水平，公

司拟向股东派发中期每股股息现金0.75元，同

比增长21.0%，派息总额136.80亿元；同时，平

安顺利实施A股回购计划，截至6月30日，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34.21亿元

A 股股份

（截至

7

月

31

日累计回购约

50

亿元

A

股股份）

， 上半年现金分红加回购合计171.01

亿元。

在“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规划

指引下，平安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能

力，将创新技术深度赋能于“金融服务、医疗健

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等五大生

态圈。集团不断对外输出领先的创新产品和服

务，持续扩大科技业务版图，上半年，公司科技

业务的总收入同比增长33.6%至384.31亿元。

面向未来， 中国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马明哲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平安新30年的开局之年。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

全球经济形势，我们坚信中国经济态势长期向

好，将坚持既定的‘金融+科技’‘金融+生态’

战略，夯实金融主业，兢兢业业履行保险人的

责任；积极回馈社会，扎实做好‘三村工程’，助

力美好乡村建设；全方位提升数据化智慧经营

水平，布局科技创新版图，开拓智慧城市等创

新生态服务；洞察客户需求，优化消费体验，提

升综合金融一站式服务水平。我们将持续推动

各项业务稳健增长，为广大客户和股东创造价

值，向着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

服务集团的整体目标稳步迈进。 ”

东莞建行手机银行

多重好礼等你拿

推出“金猪送福 保障

盈门”主题活动

上半年八大经营亮点：

集团归母营运利润同比增长23.8%；非年化营运ROE为12.3%；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68.1%；集团非年化内含价值营运回报率为11.2%。

得益于个人客户数同比增长9.5%、客均合同数同比增长7.9%及客均

营运利润同比增长20.9%，集团个人业务营运利润同比增长32.1%，占集

团归母营运利润的90.6%；平安拥有1.96亿个人客户，其中35.4%同时持

有多家子公司的合同。

上半年新增个人客户2009万， 其中33.8%来自集团五大生态圈的互

联网用户；集团互联网用户量较年初增长6.9%至5.76亿。

上半年，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的非年化内含价值营运回报率为14.2%，

内含价值较年初增长16.3%；业务质量持续改善，新业务价值率同比提升

5.7个百分点至44.7%。

科技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33.6%至384.31亿元；截至6月30日，科技

公司估值总额达700亿美元。

科技专利申请数较年初增加5779项，累

计达18050项。 覆盖金融、医疗、智慧城市等领

域，并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其中PCT及境

外专利申请数累计达3959项；截至2019年6月

30日，平安拥有10.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3.2万

名研发人员。

AI全方位应用于寿险代理人

的面试、培训和销售支持，AI面试

覆盖率达100%； 智能机器人、

OCR等技术应用于产险，累计节

省成本约1亿元；智能语音机器人

广泛应用于银行、 保险等业务领

域，助力客户服务效率提升20%。

智能疾病预测上线40多种模

型，预测准确率超90%；智能影像

模型50余个， 可覆盖人体九大系

统， 模型精确度超90%； 智能

AskBob辅医工具支持1500多种

疾病的辅助诊疗， 常见病准确度

超95%；AskBob落地1200多家医

疗机构， 能够实践证明为医生节

省近30%的诊疗时间。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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