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1日～17日 责编 张翼鹏 美编 李庆琦

A08 封底报道

各大银行争抢ETC入口

“如果最近有人在你的车
外瞄来瞄去，请不要报警，这
是某银行的小伙伴在看你有
没有装ETC”“让朋友圈的人
都免费安装ETC，是本人不可
推卸的社会责任！别人都很
忙，请不要麻烦别人！”“当我
得知你的车上装了别人家的
ETC，我哭得像个孩子”……

进入6月以来，以上这些
段子不时出现在各家银行员
工的微信朋友圈，伴随的还有
各大银行办理ETC的优惠政
策。

“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
把人逼成段子手。”郑州某股
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向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笑称。该银
行员工表示，现在她所在的银
行，大部分员工都有ETC推广
任务。如果说在朋友圈刷屏
还略显轻松的话，那么在某国
有银行工作的小周这几星期
过得就很辛苦。

7 月的一天，在郑州 30
多℃的高温下，小周已在某机
动车年审检车站驻扎多时，一
旦发现尚未安装ETC设备的
乘用车，小周就会主动向车主
介绍其安装 ETC 设备的优
惠。“竞争太激烈了，各家银行
都在抢。”小周说。

相较于小周的守株待兔，
在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的
小吴的做法则显得“笨而有
效”——扫楼。“在进入现在的
部门之前，我推广过银行的信
用卡业务。自从推广ETC并
身背任务之后，我就又开始扫
楼了。虽然现在很多单位和
写字楼都不让上门推销，但从
目前地推的效果来看，还是比
在朋友圈发段子要好很多。”
小吴表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从郑州多家银行员工处了解

到，每个银行工作人员都有指
标在身，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不
同职级员工，任务指标不同。

“我们目前全行都在推ETC业
务，普通员工一个季度有350
个指标，大堂经理一个季度要
推800个ETC指标。”河南某
股份制商业银行员工王女士
向记者介绍，任务量很大，“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支付宝、微信也来抢单

实际上，各家银行为了招
徕客户，可谓各辟蹊径，并且
各家银行推出的优惠政策也
各不相同。

从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目前获得的各家银行优惠
情况汇总来看，免费上门安
装、高速通行费9.5折优惠已
经成为各大银行的标配。不
过也有部分银行已经喊出了

“高速通行费用9折”的口号。
除了通行费用折扣之外，部分
股份制银行“首月省内高速通
行费7.6折、全国高速8折”，不
过折扣的上限只有100元，部
分银行还推出了“0元洗车”

“返加油金”的优惠。此外，部
分股份制银行还推出存款日
均达到一定标准之后，高速费
全免的优惠。

除了银行来势汹汹，支付
机构也不甘示弱。两大支付
巨头——微信支付、支付宝于
7月1日相继宣布即日起可在
线办理 ETC。7 月 1 日正是

“推动高速公路ETC发展应
用”优惠政策实施的首日。

据介绍，在微信端搜索
ETC申办小程序，仅需35秒，
就能完成申办流程。目前，微
信已有 50 多个小程序支持
ETC 服务，微信城市服务的
ETC服务也覆盖了8个省份
118个城市。

支付宝也可免费办理

ETC，全国通用，设备还包
邮。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已率先联合支付宝推出此服
务，为广大车主提供新便利。
用户上支付宝搜“ETC服务”，
进入相关小程序，即可全程在
线办理，收到设备后根据指引
短短几步即可完成设置。一
旦设备激活，130元押金将原
路退回用户的支付宝账户，一
分钱也不用花。

中原金控入局货车ETC
卡位战

就在各家银行员工为了
完成ETC任务绞尽脑汁、奇招
迭出之际，在另一个赛道——
货车ETC领域，由河南中原金
控有限公司和河南省视博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的郑州车来顺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车来
顺）及其全资子公司河南来顺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已经在
2018年开门迎客。

据郑州车来顺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
欣然介绍，遵照“互联网+大数
据+金融”的整体发展思路，针
对物流行业中货车通行效率
低、企业与个人融资难融资
贵、风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为普惠金融、高速不停车收费
等政策落地提供业务支撑，河
南来顺商业保理公司针对货
车个人用户推出了“来顺ETC
记账卡”产品。

“在整个公路市场中，货
车ETC用户约522万，占ETC
用户的 6.8%，却贡献了全国
ETC通行费收入的67.1%，是
公路消费的核心支柱。货车
对于ETC的折扣及通行效率
依赖极高，但限于各种原因，
货车ETC多以储蓄卡为主，为
了给更多的货车车主解决这
一痛点，促进河南乃至全国物
流产业的发展，中原金控和河

南省视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强强联手，推出了‘来顺ETC
货车记账卡’。”刘欣然说。

据了解，来顺ETC货车记
账卡的客户仅需在线提供行
驶证、身份证、一张车头照片
等相关信息，在经过审核之
后，即可开启高速便捷之旅。

据郑州车来顺相关负责
人介绍，“来顺ETC货车记账
卡”的单车最高授信为10万
元，并且还可以根据车辆的使
用情况随时提升额度。在服
务费用方面，“来顺ETC货车
记账卡”实行按日计息、随借
随还，无押金无保证金的政
策，并且自今年7月1日开始，
使用“来顺ETC货车记账卡”
的货车用户全国可享受通行
费用9.5折优惠，同时还可以
根据不同路段享受到不同的
通行费折扣。

“来顺ETC货车记账卡自
推出以来，短时间内已经办理
ETC卡数百张，每天在高速上
使用来顺ETC货车记账卡的
货车超过400辆，通行费用日
均达到30万元。”刘欣然表示。

据郑州车来顺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郑州车来顺
将进一步加大“来顺ETC货车
记账卡”的推广力度，为河南
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
持。

ETC大战为何而战

所谓ETC，是指不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只要车辆装有

“车载电子标签+IC卡”，通过
收费站时，就会与ETC车道内
的微波设备进行通讯，实现不
停车缴费直接出入高速收费
站。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领先
的路桥收费方式。

事实上，ETC业务早已有
之，但以往能办理ETC的机构
不多，甚至有些地方仅有一家
银行可办理。并且，安装ETC

设备需要一定费用，而且还要
到指定地点安装，充值麻烦，
需要自行到特定地点充值方
能使用。因此，从整个行业来
看，以前ETC的普及率并不
高。

不过，受益于政策暖风，
ETC行业的春天在今年来临。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革，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5月10日，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在2019年底前实现高速公
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
到90%以上。真正让银行和
支付机构群情激昂、一拥而上
的是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
部5月28日发布《加快推进高
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
应用服务实施方案》。根据计
划，到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
ETC用户数量突破1.8亿，高
速公路收费站ETC全覆盖，
ETC车道成为主要收费车道，
货车实现不停车收费，高速公
路不停车快捷收费率达到
90%以上，所有人工收费车道
支持移动支付等电子收费方
式，显著提升高速公路不停车
收费服务水平。

方案还同时提出，要鼓励
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
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等服务机
构紧密合作，允许ETC绑定既
有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支
持商业银行推广发行加载交
通行业应用的联名卡，停止
ETC 储值卡发行、逐步减少
ETC储值卡使用。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汽车保有量突破2.46亿辆，已
经安装 ETC 的车辆用户约
8073万辆，到年底ETC装载
量若达90%，则需要安装ETC
车载终端的车辆总数超过1.4
亿辆。

具体到河南，截至今年5
月底，河南已安装ETC车辆
478万辆。预计2019年年底，
河南汽车保有量为1513万辆，
按80%安装率测算，河南应安
装ETC车辆高达1210万辆，
年底前 ETC 发行任务约为
732万辆。由此，各家银行的
ETC争夺战正式打响。“ETC
大战说白了就是抢人大战。
目前银行竞逐的ETC客户主
要是乘用车用户，这部分客群
的特征很明显，对银行来说是
相对优质的客户资源。银行
通过绑定ETC支付为契机，可
以迅速、有效地拓展该类客
户，进行其他产品的交叉营
销。对于银行来说，通过绑卡
这一关键步骤，随后可以有效
地拓展到信用卡、理财、保险、
贷款等高价值业务，而对于支
付机构，完善线下支付的场景
布局是应有之义。”九鼎德盛
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保盈表示。

金融机构在豫竞逐ETC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丁洋涛 文 朱哲 摄影

进入夏季以来，火热的不只
是温度渐高的天气，还有各大银
行抢推ETC设备的热情。从朋
友圈到微博、从高速口到停车场，
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员工像上
紧了发条一样紧盯着每一辆过往
汽车的前挡风玻璃。“深夜，如果
有人在你的车外踱步瞄来瞄去，
请不要报警，我们只是想看看，你
有没有装ETC。”这则在银行圈
流行的段子，也是最近各家银行
争夺ETC客户的真实写照。

过去几年一直不温不火的
ETC为何会在这个夏天让各大
金融机构争相竞逐？他们争夺的
焦点又是什么？除了乘用车用
ETC之外，货车ETC赛道上又
有哪些新公司正积极布局？

ETC通道越来越普及

2019年底前，河南需要安装ETC的车辆约700多万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