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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温度

工行贵阳分行

“专家进小微” 活动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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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提升普惠金融综合化服务水

平，近日，工行贵阳分行“专家进小微” 主题

服务活动拉开序幕， 并且完成了系列活动的

第一站———走进高新区。

当天， 工行贵阳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率

中华路支行走进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开展“专家进小微” 的第一站主题

服务活动。

本站由贵阳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宋娟担

任主讲教师，宣传国家普惠政策，普及金融知

识，向园区办、园区企业介绍工行普惠业务的

发展，产品演变过程，并根据园区企业的特点

着重介绍了工行“购建贷” 、“科技贷” 等产

品。在宣讲金融服务的同时，讲师还向企业强

调贷款挪用、 出借账户等违规经营的行为将

会为今后的融资带来障碍， 让园区管委会和

企业更生动地理解普惠金融的意义。

（宋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居民群众金融知

识，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掌握程度，近期工行

贵阳开阳支行积极组织开展“蒲公英” 金融

知识普及宣传教育活动， 并参与当地金融联

合会集中宣教活动。

在本次宣传教育活动中， 该行主要通过

利用网点物理阵地向周边辐射的形式开展，

通过在网点内悬挂横幅、 向到店客户发放宣

传折页并进行现场讲解， 并在客户集中等候

时间开展厅堂微沙龙活动， 向客户讲解金融

知识。此外，该行积极响应开阳县人民银行号

召， 参与开阳县金融联合会征信集中宣传活

动， 选择在当地人流量大且较集中的广场开

展，现场反响热烈，群众参与度高。

（刘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工行开阳支行开展

“蒲公英” 金融知识宣教

信用卡取现还款规则有调整

专家：有助于降低信用卡逾期违约风险

本报讯 近日，工行贵阳太慈桥支行在办

理业务时， 收到客户递过来的纸条———上面

写着“打 110” 。 该行随即启动应急预案，配

合警方机智解救该名被困传销组织的人员。

当天， 工行太慈桥支行客服经理像往常

一样办理业务时， 一位男客户引起了他的注

意。这位男客户不断微笑着向客服经理示意，

而与他同来银行的女子则一直在催促他办理

业务， 该男子一直有意回避并且总是设法拖

延。察觉到异样的客服经理立刻上前询问，该

男子趁机将手机递给客服经理， 并示意手机

下面有纸条，客服经理悄悄将纸条打开，上面

写着“打 110” 。

客服经理立马意识到该男子可能身处险

境，立刻向网点行长汇报，随后网点立即拨打

电话联系警方并且启动应急预案———柜面工

作人员尽量拖延男子办理业务的时间， 并等

待警察的到来。 很快，民警便赶到网点，经了

解， 原来该男子被困传销组织， 一直无法脱

身，总算找到机会来到银行，想借此机会通过

银行进行自救。

脱离传销组织后， 该男子对网点工作人

员表达了感谢之情。

（杨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工行太慈桥支行

智救被困传销人员

交手机话费，你是用现金

去营业厅缴纳还是拿起手机

用微信或支付宝缴纳呢？也许

你觉得没差别，其实这里面也

有不少学问，掌握技巧，交话

费可以省下不少钱呢？

直接去营业厅缴纳手机

话费，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

优惠的，除非遇到通信运营商

举办 “交话费送话费” 、“交

话费送手机” 这样的活动，但

由于一般需要绑定相应套餐，

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并不建议

办理。 不过，有不少银行和支

付机构经常会开展缴纳话费

立减的活动， 还是比较划算

的。

比如手机银行，如中行手

机银行， 每个月可以在 “生

活” 栏目中的“缴费频道” 中

缴纳一次 8 折话费，优惠上限

15 元，这 15 元需要在中行贵

州省分行的微信公众号中回

复手机号码报名领取。还可以

参加中行手机银行的 “手机

充值” 频道中的满 50 元随机

立减最高 20 元的活动， 能减

多少全靠运气， 记者缴过两

次，分别优惠 5 元和 3 元。 这

两个活动均截至 9月 30日。

建行绑卡客户在翼支付

APP

上每个月的周三和周四

可以参加一次满 88 元减 10

元的缴费充值活动，可以缴纳

水电燃气费，也可以缴纳手机

话费，无论哪一种，一个人一

个月只能享受一次优惠，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早上 9 点钟准

时开始，如果晚了很有可能就

没有了。活动截至 10月份。建

行手机银行的“约惠贵州” 可

以参与“秒杀” 和“龙钱兑换

话费” 活动，最高优惠为实付

1元就可以兑换 10元话费。

支付宝客户端，在搜索栏

输入“666” 参加每天三次的

抽奖活动，比较大概率会抽到

1.08 元的缴费红包，满 10 元

就可以使用。云闪付经常会有

缴纳话费的优惠活动，每天早

上都有随机立减的活动，活动

截至时间未知，有需要的早上

可以试试。

京东金融

APP

，每天可以

在领券中心领取两张话费券，

金额最少 0.5 元， 也是满 10

元就可以使用。每天晚上十点

还能取 10 元话费券满 30 元

即可使用，但是比较难抢到。

中信银行卡客户，每天可

以在“中信优享 +” 微信号参

加养鸭子领取信积分活动，

1100个积分可以兑换 10 元话

费。 招行的掌上生活

APP

，每

天 14 时可以领取满 50 减 5

元话费券， 活动截至 8 月 10

日。

三家通信运营商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都有一些签到积

攒、抽话费的活动，只要坚持

参加，也有机会中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近期，部分银行对信用

卡还款规则进行了调整，预

借现金金额将全额计入当

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 这意

味着，未来持卡人在办理信

用卡取现业务后，不能再仅

归还最低还款额了。

应该说，信用卡因其无

需提前存款即可透支消费、

取款，又可享有一定的免息

还款期及自主分期还款权，

故在电子支付方式兴起、人

们消费观念转变的当下，越

来越受到工作稳定人群和

年轻人群的欢迎。

特别是，以往部分银行

规定，只将信用卡取现金额

的 10%计入最低还款额，因

此，信用卡取现业务一度成

为许多持卡人解决燃眉之

急的好办法。 那么，是什么

原因让这些银行纷纷取消

了透支取现的最低还款额？

日前，兴业银行在其官网信

用卡业务主页发布公告，宣布自

今年 8 月 29 日起， 对该行的信

用卡预借现金业务规则进行调

整，除了预借现金金额将全额计

入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以外，

兴业银行还将信用卡账单内还

款顺序由 “利息、 费用及违约

金、分期付款应付款项、透支取

现款、透支消费款” 调整为“利

息、费用及违约金、透支取现款、

分期付款应付款项、 透支消费

款” 。

据悉，早在 2017 年，原银监

会就下发了 《中国银监会办公

厅关于加强信用卡预借现金业

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 通知规定，“信用卡

预借现金业务原则上不享受免

息还款期或最低还款额待遇。持

卡人确实有需要对预借现金业

务申请分期付款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应在重新评估持卡人信用

状况和还款能力的基础上，签订

业务合同，并在信用卡总授信额

度中相应扣减该笔预借现金业

务总金额”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

行、 农行、 建行、 交行等已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间先后公告

调整了预借现金的还款规则。

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工行

魏公村支行网点，当值业务经理

表示，并不推荐客户选择只缴纳

最低还款额的还款选项，“因为

逾期之后， 每晚一

天还款， 都要多缴

纳一天的利息，是

很不划算的。 ” 最

低还款额只作为一

种选项提供给客

户，而不是最优选。

对于预借现金还款规则的

调整，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一

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

信用卡逾期违约的风险。

央行官网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

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6.90亿张，人均持有 0.49张。而

在 2011年同期， 信用卡累计发

卡量这一数据仅为 2.42亿张。

值得关注的是，据各家银行

年报数据显示，2018 年，多家银

行的信用卡不良率上升。 截至

2018 年末， 浦发银行、 中信银

行、民生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分

别为 1.81

%

，

1.

85%

和
2.15%

，

分

别同比上升 0.49

%

，

0.61%

和
0.08%

。

对此，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

董希淼表示， 信用卡在一定程度

上容易使一些人不顾个人实际能

力进行过度超前消费。此外，信用

卡套现、“以卡养卡” 等不良行

为，在一部分人中也颇为流行。

“信用卡预借现金还款规

则的调整，主要还是从风险的角

度考量，最近几年信用卡逾期余

额上升确实较快，防范信用卡债

务风险刻不容缓。

而取消信用卡预借

现金享受最低还款

额待遇的举措，就

是商业银行对信用

卡逾期风险的应对

办法之一。”董希淼

说。

原本信用卡取现作为一项

有较高手续费和还款利息的取

现功能， 更多的是作应急之用，

然而部分信用卡持卡人不正常

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不仅给

自身带来信用违约的征信问题，

也给银行方面造成了更多的风

险和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有业内专家

表示，应该从制度、银行和持卡

人三方面入手，合理纾解问题。

首先从政策角度来讲，近年

来， 信用卡相关政策日趋严格。

银保监会对各家银行提出总体

要求，严控总授信额度，同时要

对申请人的收入核定审慎严格。

据悉，银保监会上海银保监局日

前就针对这一问题接连开出数

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同时，业内人士认为，进一

步要求商业银行优化异常交易

监测，制定更为严格的风险管控

措施等，也是未来需要多加考量

的方向。

监管趋严让银行可以更加

规范自身的行为。 董希淼认为，

合理核定信用卡额度，减少多头

授信， 严控过度授信等政策规

定，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年轻客

户过度透支的可能性。这就要求

银行严格落实 “刚性扣减” 要

求，在给信用卡持卡人授信额度

时，必须扣除在其他银行已获得

的额度。

“除了从政策和银行等外

部因素入手以外，信用卡持卡人

自身一定要注意合理、理性使用

信用卡， 应量入为出， 适度消

费。 ” 董希淼特别指出，要避免

通过办理多张信用卡来拆东墙

补西墙的行为，以

防债务雪球越滚越

大。 同时，对信用卡

透支额， 一定要及

时偿还， 避免对信

用记录造成负面影

响。

据《金融时报》

预借现金不再享受最低还款额待遇

强化信用卡逾期风险防范

合理引导消费观促成良性循环

试试这几招，“充话费” 真的能“送话费”

淘

实

惠

“交话费” 还在用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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