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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还款急 慎找代偿

小信使

国信

“金色阳光”
投资讲堂系列

春节期间，拿着信用卡“买
买买”，到了信用卡还款日，面对
高额的账单，
“还还还”着实令人
倍感压力。每当信用卡出现大笔
账单时，很多人的手机会及时地
收到银行账单分期的短信，与此
同时，信用卡代偿平台推送的优
惠广告也会不期而至。这时，是
选择银行账单分期还是手续费
折扣充满诱惑的代偿平台呢？
对此，
业内人士提醒：
持卡人
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如果为了省
手续费误入不正规平台造成个人
信息泄露，
就是因小失大了。

信用卡

业内人士提醒：
持卡人应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免因小失大
我市某商业银行

为免投资者混淆，下面简单介绍下股票、
期货、期权三者之间的差别。
（1）合约标的：
商品期货标的为商品，
金融
期货标的为金融产品，
股票的标的为有价证券。
（2）交易所：期权的交易所与其标的所归
属交易所一致。国内有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
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等 4 所期货交易所；股票交易主要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3）交易模式：
期权和期货均为T+0模式交
易，
可当日买当日卖。
而股票为T+1交易模式。
（4）交易方向：期权和期货都是双向交
易，
交易方式灵活。
而股票只能单向交易。
（5）杠杆性：期权和期货都是带有杠杆性
的衍生金融工具，
而股票不带杠杆。
（6）权利义务关系：
期权是买卖双方权利义
务不平等的合约，
买方有权利而没有义务，
卖方
却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而期货和股票是权利义
务对等的金融产品。
（7）保证金制度：期权的买方不需要缴纳
保证金，而卖方需要。期货则是买卖双方都需
要缴纳保证金。
股票则为非保证金交易。
（8）到期日风险：期权和期货都具有到期
日，
具有到期日风险。
而股票一般情况下没有。
（9）盈亏特点：期权买方最大损失为权利
金，卖方最大收益为权利金。期货的话买卖双
方均为高风险高收益并存。股票一般而言其
盈利模式为市场价差和分红派息。
风险提示：上述案例所列品种、交易等均
用于案例阐述，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非向投
资者提供的投资建议服务，投资者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信用卡账单分期免收利息，
但需收取分期手续费）

账单

分期 手续费率
3 个月
0.93%
1 万元 6 个月
0.8%
12 个月
0.72%

银行账单
分期

每月还款额
3426.33 元
1746.67 元
905.33 元

某代偿平台APP
借款数额
1 万元

代偿平台
业务

分期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月费率
0.6102%
0.5363%
0.5024%

每月还款额
3394.35 元
1720.30 元
883.57 元

另一家代偿平台网站
1 万元

记者 张诗

期权、
股票和期货
三者差别请辨清

12 期

911.33 元

算账 记者通过体验 发现代偿优惠不多
名词解释

信用卡代偿业务
指持卡人明确有笔信用卡账单，
借
助代偿平台申请贷款，
代偿平台审核后
发放贷款，
但是这个贷款直接转入信用
卡中用于信用卡账单还款，
不能另作其
他消费。
持卡人随后在代偿平台上按计
划还款，
并支付相应的手续费。

建议

仔细甄别 定期查询
本市某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负责
人提醒，持卡人如果选择信用卡代偿
服务，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仔 细 甄 别 平 台 的 工 商 注 册 信
息、股东信息等是否有风控背景等，在
提供个人资料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
信息安全，并注意按时还款，以免影响
征信记录。
2. 建 议 定 期 查 询 自 己 的 征 信 报
告，看名下贷款业务是否有异常，及时
发现是否出现因信息泄露而产生的虚
假贷款业务。
3.持卡人应理智消费，
如果数月的
信用卡还款额都超过了收入的 50%，
那
么在刷卡消费时就要适当
“收手”
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线上提供信
用卡代偿产品的网贷平台确有不少。
推出这些平台的基本为小贷公司，一
般是给持卡人提供一笔信用贷款，金
额多在 10 万元以下，通过手机 APP
或到官方网站上，提交信用卡和身份
证信息一般就可申请，放款的时间一
般是几天到几小时不等。
使用代偿平台是否真的比银行账
单分期划算呢？记者通过体验做了对
比，
发现网贷平台信用卡代偿打着贷款
利率比银行更低的
“旗号”
，
但换算成实
际还款数额，优惠优势并不太明显（详

揭秘

国信证券福建分公司衍生品团队，
荣获上
海证券交易所ETF期权交易策略大赛全国二等
奖，
在期权策略研究、
业务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
团队配备期货、
股票期权、
商品期权等专
项人员，从基础入门到进阶交易，甚至量化策
略，
在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专业服务。

求，就要注意是否会被平台多次查询
征信报告。通常情况下，如果征信报
告上短期出现太多的查询记录，可能
让银行认为你很缺钱，进而影响大额
贷款审批，这其中的利弊关系需要借
款人仔细权衡。

防个人信息泄露 以免被盗刷造成损失

记者在体验中发现，不少代偿平
台在用户提交个人信息之前，拒绝透
露费用构成、费用区间，只有提交个人
资料，系统进行综合评分后，用户才能
看到月手续费率和明确还款金额。而
目前，市面上的代偿业务平台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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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入门进阶交易
期货期权轻松投资

实为小额贷款业务 或影响大额贷款审批

本市某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负
责人表示，代偿业务说到底就是小额
贷款业务，只要平台业务合规，通常
情况下在放贷之前都需要通过央行
征信系统查询个人信用记录，如果借
款人最近有房贷、车贷等大额贷款需

提醒

见表单）。其实，通过代偿平台
“拆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只能暂时缓解持卡人
的资金压力，
到时候所有的欠款还是要
还的。
此外，
记者调查还发现，
在支付宝
平台的花呗以及京东商城的白条等常
见购物网站的支付平台，
并没有信用卡
代偿一类的业务服务。
相较而言，近两年，不少银行常常
推出信用卡分期手续费打折的促销活
动。例如，针对过年的消费高峰，推出
信用卡分期手续费限时折扣、赠送信
用卡积分等活动，低者甚至达到 6.6
折，
接近代偿平台的优惠幅度。

参差不齐，有些平台在还款过程中以
征信、核查等为名套取客户的 CVV
码（信用卡安全码）和验证码，再通过
其他渠道倒卖客户信息，导致客户的
信用卡被盗刷。如此一来，不仅账单逾
期未还，
还要承担被盗刷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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