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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银行卡纠纷别恼
最高法为你“撑腰”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当下，平均每人手里有 5 张银行卡
当下，
张银行卡，
，不少人在享受刷卡便利的同时
不少人在享受刷卡便利的同时，
，也难免与发卡机构产生纠纷
也难免与发卡机构产生纠纷。
。日前
日前，
，最高法发文征求意见
最高法发文征求意见，
，伪卡盗刷
伪卡盗刷、
、全额
计息等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明确。
计息等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明确
。今后
今后，
，面对一些银行卡常见纠纷
面对一些银行卡常见纠纷，
，消费者或可得到最高法
消费者或可得到最高法“
“撑腰
撑腰”
”
。

遭伪卡盗刷发卡行应尽通知义务
由于磁道信息容易被复制的先天弱
点，伪卡盗刷成为银行卡犯罪的重灾区。
中国银联的数据显示，2017 年银联网络整
体欺诈率为 1.36 个基点，伪卡欺诈金额达
2.1 亿元。
对争议交易能否判断为伪卡交易，持
卡人和发卡行经常陷入纠纷。
日前，
最高人
民法院起草了《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其中，
对伪卡交易的举证责任及事实认定做出了
规定，
明确发卡行的通知义务和核实、保全
证据义务，发卡行以持卡人未购买有偿手
机短信通知服务为由主张不负有手机短信
通知义务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实，银行卡遭盗刷莫惊慌，迅速取

证是维权关键。昆明市民孙先生就曾遭遇
伪卡盗刷，当时借记卡上 78000 余元被不
法分子从异地的自助取款机上提现，孙先
生立刻持卡到附近的自助取款机修改了
密码并存入 100 元。之后，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判决银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征求意见稿，案涉银行卡交易时
持有的真卡、案涉银行卡交易时及前后银
行卡账户交易明细、报警记录、挂失记录
等，都成为持卡人主张存在伪卡交易事实
的重要证据。
业内人士提醒，持卡人在收到银行卡
账户交易变动的通知后，应及时告知发卡
行存在伪卡交易事实、挂失或报警，否则
可能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全额计息”有望被打破
目前，大多数信用卡透支采用全额计
息的方式，即便部分欠款已还也会按照全
额欠款罚息。也就是说，信用卡透支 1 万
元，哪怕还了 9900 元，银行也会按照 1 万
元罚息。
针对这一问题，此次最高法征求意见
稿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持卡人选择最低
还款额方式偿还信用卡透支款并已偿还
最低还款额后，还款按照未偿还透支额计
算透支利息。
另一种是发卡行如果对“全额计息”
条款未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法院
支持持卡人按照未偿还透支额计付透支
利息。如果发卡行尽到了合理的提示和
说明义务，但持卡人已偿还全部透支额
90%，持卡人主张按照未偿还数额计付
透支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实，2013 年银行业协会公布了修

相关链接
全国人均持有
银行卡突破5张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记者
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 24 日发布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人均持有银
行卡 5.04 张。
央行发布的 2018 年第一季度
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银
行卡发卡量持续增长，受理环境不
断改善，交易量增长较快。截至一
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
70.13 亿张，环比增长 4.79％；全
国人均持有银行卡 5.04 张，其中，
人均持有信用卡 0.44 张。
一季度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
431.1 亿 笔 ， 金 额 220.82 万 亿 元 ，
同比分别增长 40.23％和 12.63％；
银 行 卡 卡 均 消 费 金 额 为 2938.82
元，同比增长 21.22％。
一季度我国移动支付业务量稳
定增长。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
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395.92 亿笔，金
额 746.33 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
业务金额 635.76 万亿元，同比下降
3.49％；移动支付业务金额 70.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6％。
此外，一季度非银行支付机构
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1101.91 亿笔，
金额 51.1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4％和 93.15％。

订后的 《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明
确会员单位应提供“容差容时”服务。3
天之内、10 元之下，一些银行会视为正
常还款，但真正打破“全额计息”的银
行却很少。
也就是说，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
最高法站在了消费者一边，主张银行要按
未还款的余额计息。

银联小额免密免签
限额提升至千元
持卡人可自主关闭
新华社上海 6 月 1 日电 （记者 桑
彤） 6 月 1 日起银联小额免密免签支付
业务的单笔限额由 300 元上调至 1000
元，持卡人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自
主选择是否开通。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了解到，6 月 1
日起，银联将与银行等各成员机构联
手，把免密免签支付单笔限额提升至
1000 元。现阶段银行端的调整已经完
毕，商户端仅部分完成限额提升。持
卡人只有在完成限额提升的双免商户
中才能实现千元以内“一挥即付”。
2014 年 银 联 卡 实 现 了 小 额 快 速
300 元交易限额。随着消费水平的不
断提升，加油、超市购物、买火车票
等 日 常 消 费 支 付 金 额 经 常 超 过 300
元，支付宝、微信等扫码支付的免密
交易限额都是 1000 元，人们免密免签
的支付习惯和风险意识已经养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鉴于高安全
性，银联适度提高免密免签的金额是
合适的。原来银联和银行提供的移动
支付产品在安全性上考虑比较多，在
便捷性上有一定的牺牲，现在提高金
额能够更好地兼顾安全和便利。
据悉，目前银行网点给消费者开
的借记卡及信用卡，基本都默认开启
了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如果消费者想
要关闭，可致电开卡银行客服电话或
者到银行网点办理。
另外，记者了解到，银联联合各
商业银行为持卡人设置了专项赔付
金，提供 72 小时失卡保障服务。因为
卡片遗失或失窃，持卡人挂失前 72 小
时内被盗刷的 1000 元以内免密免签交
易金额可获得赔付，每位持卡人每年
最高可累计赔付 30000 元。

业内人士提醒，尽管有最高法“撑腰”，
消费者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用卡习惯，毕竟

一旦因逾期未还形成不良记录，需要 5 年才
可以消除。

遇网络盗刷第三方支付应履行先行赔付承诺
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在身边，但银行
卡内的存款却不翼而飞，这是网络盗刷常出
现的一幕。一些持卡人的钱被莫名其妙“消
费”光后，才发现不知何时被默认开通了网
络支付功能。
对此，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发卡行与
持卡人签订银行卡合同时，未告知持卡人
银行卡具有网络支付功能，或者未告知发
卡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开展通过非银
行支付机构支付平台关联银行卡交易等信
息，持卡人以其未与发卡行就上述网络支
付条款达成合意为由，主张不承担银行卡
网络盗刷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多地相继发生“补卡截码”盗
刷案件，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证件、恶意
补办手机卡的方式盗刷用户网银资金。此
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电信运营商的相关责

上海公安侦破
特大跨境信用卡
诈骗案 涉案金额
高达千万余元
新 华 社 上 海 4 月 16 日 电 （记 者
朱翃 黄安琪） 犯罪团伙先骗领 POS
机进行改装，放置到全国各地的超
市、商店盗取信用卡信息和密码，再
到境外、国外进行盗刷取现……4 月
16 日，上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披露“1·17”特大跨境信用卡诈
骗案的案情。警方捣毁犯罪窝点 20 余
处，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余名，涉案金
额高达 1000 余万元。
2016 年 11 月，上海市居民余某
向黄浦公安分局报案称，其名下某银
行借记卡在中国香港被盗刷近 20 万元
人民币。经初查，该案可能涉及团伙
跨地区作案，上海警方随即成立专案
组对全市范围内的同类型案件进行并
案侦查。
上海警方调查发现，2015 年下半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江某虚构申请材
料，向第三方支付公司骗领了大量
POS 机进行改装。之后，嫌疑人将上
述改装的 POS 机放置到全国各地的小
超市、服装店等使用，在消费者正常
购物刷卡时，非法侧录持卡人的信用
卡磁条及密码信息。江某通过朱某、
章某等多个团伙制作伪卡，在赣、
湘、川、粤、浙等地进行盗刷取现。
警方表示，该案件的侦破还得到
了蚂蚁金服安全部的大力支持，通过
他们大数据分析，突破了跨境人员梳
理的难点，从而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
组织结构、资金流向和活动范围。
2017 年 10 月，上海市公安局在
公安部的协调下，在多地同步收网，
成功侦破这一特大跨境信用卡诈骗
案，捣毁犯罪窝点 20 余处，抓获江
某、章某等犯罪嫌疑人 30 余名，当场
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 80 余部，伪造
的银行卡 200 余张，POS 机及信用卡
信息读写设备 50 余台。这一案件中，
被盗刷的银行卡共计 2000 余张，涉案
金额高达 1000 余万元。

任，如果他人冒用持卡人的名义更换手机用
户身份识别卡，电信运营商未尽审慎审核义
务予以更换，导致持卡人未能收到银行卡账
户变动手机短信通知，电信运营商应赔偿相
应损失。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明确了非银行
支付机构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义务和先行
赔付义务。根据征求意见稿，非银行支付机
构或者发卡行承诺先行赔付持卡人银行卡
网络盗刷损失，
应该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卡行业风险不断
攀升1999 年出台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已难当大任需要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台和修改相关法
规与此同时银行卡行业相关机构应积
极提升服务能力把保障持卡人的用卡安
全放在首位

“ 卧 底 ”餐 厅 克 隆
信用卡盗刷千万
诈骗团伙被打掉
新华社太原 1 月 20 日电 （记者 胡
靖国 孙亮全） 利用虚假身份“卧底”
在餐厅打工，通过克隆卡器获取他人
信用卡信息后，复制伪卡，在异地疯
狂盗刷 1000 余万元，太原警方近日打
掉这个诈骗团伙。
2017 年 1 月 3 日，太原市公安局
万柏林分局接到报警，受害人李某名
下一张信用卡在并未离身及交由他人
使用的情况下，被人盗刷消费 3 万余
元，金额变动信息显示消费地点位于
济南某黄金珠宝商行。
民警调查发现，多名持卡人信用
卡被盗刷，盗刷时间相近，且均有在
太原某餐厅消费的记录。民警赶赴这
个餐厅排查发现，案发期间该餐厅曾
有一名男性雇员不辞而别，且这名男
子所留存的本人信息及照片均系造
假，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经初步梳
理，太原已受理该类案件 17 起，涉案
金额达 200 余万元。
办案民警根据信用卡被盗刷信
息，赶赴多地展开调查取证，最终成
功锁定在餐厅使用虚假身份打工的犯
罪嫌疑人吴某，以及办理次级银行储
蓄卡的犯罪嫌疑人黄某。2017 年 10
月，警方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市和浙江
省台州市将二人抓获。11 月，民警辗
转金华、佛山将其他两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专案组又查明该案取款主要组
织者为胡某、王某等 6 人。该 6 人因涉
嫌信用卡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
已先期被深圳和哈尔滨警方抓获。
经查，这个团伙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在北京、上海、哈
尔滨、太原、武汉、深圳等地疯狂套
取公民信用卡信息，随后使用克隆和
盗刷的手段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作
案 300 余起，涉案金额 1000 余万元。
受害人涉及全国各地，案件性质恶
劣，社会影响严重。
目前，该 4 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深挖审查和跨区域对案工
作仍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