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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也可以贷款 你知道吗
扒一扒我们身边的各种信用贷款
囗记者 王乙乔

阅读提示 | 信用卡可以用来刷卡消费，也可以用来取现，大家都已经知道。可是信用卡也
可以用来贷款，缓解现金压力，比套现要安全得多，却是很多消费者不太知道的。信用卡贷款
是指银行根据信用卡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给予一定的额度，持卡人可以利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
费，信用卡贷款偿还方式分为一次性还本和分期偿还两种方式。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国有
银行和各股份制银行都推出了各种形式的信用贷款，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申请贷款。最
近，记者走访了数家银行信贷部门的人士后，在这里扒一扒你不一定知道的那些信用贷款。

>>银行信用贷款现状

目前，绝大部分银行都有提
供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而且
各有名目，有些已经形成固定品
牌，比如工行的“融e借”，交行
的“好享贷”，中信的“圆梦金”，
广发的“财智金”等。银行不同，
审批下的额度不同，一般最高5
万。大多银行审批额度都在信
用额度内，有些银行特殊，比如
中信“圆梦金”，可以最高到信用
额度的3倍。其实，信用卡“贷
款”就是信用卡现金分期。

现金分期，有时又被称为取
现分期，一般是由信用卡持卡人
申请，或者发卡行主动邀请持卡
人进行申请的一种，将持卡人信
用卡中额度转换为现金，转账入
指定借记卡，并分成指定月份期
数进行归还的一种分期方式。
其实就是银行会根据您申请的
金额，把您信用卡的额度转换成
现金打到您名下指定的借记卡
内，然后您再分期还款。

工行“融e借”主要面向授
信良好的“白名单”人群，一经推
出申请者踊跃，由于是信用类消
费贷款，所以放款对象必须信用
良好。1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

在北京正式发布个人信用消费
贷款品牌“工银融e借”，符合条
件的借款人可以获得工商银行
无担保、无抵押、纯信用的人民
币信用消费贷款，满足个性化、
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信贷部段
经理表示，“工银融e借”从申请
到放款均可通过手机、电脑、移
动终端等全线上渠道办理，在线
实时查询是否可以办理贷款以
及可贷额度，最快实时到账，实
现了“消费+金融+互联网”的有
机融合，开创了线上自助操作、
业务自动处理、风险精准监控的
互联网运营模式。

据悉，“工银融e借”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一是价格更低，贷
款1万，日息约1元，低于市场上
同类贷款的利率水平。二是期
限更长，贷款最长达到5年期、
宽限期最长12个月。三是客户
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
行实现线上一键即贷。四是还
款更灵活，客户可以选择等额本
息、等额本金、分期付息一次还
本及一次还本付息等四种还款
方式，较好地满足了不同群体多

层次、多元化的消费融资需
求。 在风险控制方面，“工银融
e借”依托工商银行长期积累的
信贷管理经验和专业化团队，对
集团全体客户和全部信贷资产
进行风控排查，特别是借助过去
30多年经营发展中形成的，支
付链条上沉淀的1.2亿张信用卡
与248万线上线下商户的海量
数据，运用“数据+模型”方式，
实现客户准入、授信、放款、监控
和催收管理。据了解，目前工商
银行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白名
单”客户数已达4700万户，主动
授信2.7万亿，户均授信5.8万
元。

而交通银行推出的“天使
贷”，就是专为24-35岁、大专
及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的青年
客户专属提供的消费信贷服
务。

卡友王先生购房，急需4万
元周转，遍寻亲友无计可施下，
用手里的中信信用卡（额度1.5
万）申请了“圆梦金”现金分期业
务，审批金额4.5万，其中4.4万
直接打到了他的储蓄卡上，解了
燃眉之急。

>>申请现金分期的注意事项

1．有些银行是需要用户
特别注意款项用途的，比如招
行规定：该款项不得用于投资
（包括但不限于购房、股票、期
货及其他股本权益性投资），
仅限用于消费（包括但不限于
装修、家电、婚庆、购车、助学、
旅游、医疗等）。

2．因为各银行在现金分
期业务上规定不同，需要卡友
提前向银行确认费用、额度、
收费信息、到账时间等。

个人信用卡贷款如何办理
目前信用卡贷款业务的

申请门槛不高，只要持卡人信
用状态良好，账户无异常，一
般都能申请。申请办理这项
业务，除个别银行采取银行主
动邀约的方式外，大多银行实
行电话邀约和客户主动申请
两种方式，银行主动邀约的客
户获得的贷款额度一般高于
主动申请的客户。通过这种
信用卡可以申请金额从5000
元到20万元不等的贷款，而
且无须抵押，只要信用卡持卡
人符合资质就可以放款。

个人信用卡贷款能贷多少，关
乎成本一定要算清

由于信用卡转账借款适

合短期急需资金周转的人，不
适合长期借贷。所以用信用
卡转账借款后，持卡人虽然可
以分期偿还，分期数有3到36
期不等。但是应注意到，分期
期数越长，利率越高，12期的
月息如果在0.75%左右，那么
一万元一个月要产生75元的
利息。 假如预借现金5万元，
分12期还款，月息为0.75%，
一年合计下来利息为 4500
元。目前6个月至一年（含）的
个人贷款利率为6.06%，5年
期以上的贷款利率为6.60%，
相对于传统贷款来说，信用卡
转账贷款业务所支付的成本
会更高。

由于不同银行规定不同，
贷款额度基本上会跟信用卡
原有的额度有关。

提醒想贷款的朋友，社会
上经常有人打着“可办理免抵
押、免担保小额贷款业务”的
旗号，盯上一些急需用钱的
人，他们常用广发短信的方式
寻找客户。据了解，其中不少
人做的是民间借贷，月利息一
般在2分以上，高的有5分左
右。因此想要贷款到正规的
银行去申请，避免上当受骗。

打造专业化的职业销售队伍

泰康举办第十六届世纪圣典
惠誉保持太平人寿“A+”评级

近日，惠誉国际确认了对中国太
平保险集团及下属各子公司的相关评
级，其中，太平人寿财务实力评级保
持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这也是
惠誉国际连续第二年对太平人寿作
出该评级。惠誉国际指出，由于太平
人寿专注于长期保障型寿险业务的

经营策略，其新业务价值增长依然强
劲，且太平人寿偿付能力比率达到
251%，远高于监管要求的最低限
度。自2003年首次获得BBB+评级
以来，太平人寿的财务实力评级已经
过三次上调。F(记者 席韶阳 通讯
员 赵康平）

河南太平人寿
开展反洗钱自查自纠活动

河南太平人寿加强反洗钱工作管
理，认真开展反洗钱自查自纠工作。
最近，该公司根据人行反洗钱工作通
知，对2016年全省金融机构反洗钱工
作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目前各
检查组成员已深入到各个机构，反洗

钱自查自纠工作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全
面展开。同时，公司每年常规稽核前
自查、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排查与宣
传活动两项现场督导工作也在进行当
中。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康平）

泰康品牌再证国际实力 获杰出贡献奖

近日，第三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
在法国巴黎、圣艾蒂安举办。鉴于在
金融行业的品牌创新力和品牌知名
度、影响力，泰康集团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的开幕论坛中被授予杰出贡
献奖，也是本次金融行业的唯一获奖

单位。体现了泰康在金融行业的品牌
创新力和品牌影响力，凸显了泰康20
年品牌价值厚积薄发的成就。2016年
泰康成为苏富比的第一大股东，泰康
的海外投资近年来也卓有起色。F(记
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若谷）

河南农银人寿
举办法制安全专题教育讲座

在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
际，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组织机关干
部职工及郑州本部部分银保、个险业
务人员举办“法制安全专题教育讲
座”，并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详细介绍
《国家安全法》、《反洗钱法》、《金融机
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

办法》以及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保险机
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
类管理指引》，用实际行动宣传普及相
关法律法规，增强干部员工及销售一
线人员国家安全意识。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郑杰）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若谷 文图

“打造伟大销售公司和伟大的销售体
系，都是建立在伟大的队伍建设基础上
的。泰康要打造一支伟大的销售队伍，一
支以诚信为本、以客户为中心具有专业技
能和专业素养的职业化队伍。”4月15日，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如
图），向泰康销售精英阐述了打造伟大销
售队伍的决心。

4月15日，泰康第十六届世纪圣典在
四川九寨隆重举行，陈东升率泰康高管与
900多名泰康销售精英共襄盛举，清华大
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作为特约嘉
宾，就世界经济网络化、波动冲击进行了
主题演讲。

“世纪圣典”是泰康对上年度全国各
业务系列顶尖营销员进行的年度表彰，是
泰康保险营销员最高级别的荣誉盛典，代
表着业务系列最高荣誉。“世纪圣典”每年
4月举行，从2002年开始，已在包括北京、
台湾及夏威夷、西班牙等国内外旅游胜地
举行。

在颁奖大会上，陈东升表达了泰康建
立伟大销售体系的优势，“我们有独一无
二的‘四位一体’产品，我们有互联网武
装，我们有强大的‘荣誉体系’，我们还有
一整套长期的培训体系，不断强化我们
的独特优势，才能支撑起伟大的销售队
伍。”

2017年一季度，泰康在业务强劲发展
的同时，更加追求提供高质量的客户服
务，启动了诚信销售与客户体验工程，通
过一系列管理措施不断提升业务品质，让
诚信成为泰康的名片与核心竞争力。

“泰康一直立志做业务好、财务好、服
务好的公司，泰康一直倡导，不误导客户、
不诋毁同业、诚信经营。当我们以保险
为终身事业，以泰康为终身奋斗的职业
舞台时，我们一定是诚信经营的，一定是
以客户为中心的，一定是以专业服务为
核心的，而这正是打造伟大的专业化、职
业化销售队伍的基盘。”面对泰康的销售
人员，陈东升重申了对诚信经营的坚决态
度。

他表示，目前，泰康已打造了一支超
50万人的营销队伍；今天泰康的方向和目
标也更清楚：让保险安心、便捷、实惠，让
人们健康、长寿、富足，为人的生命服务。
泰康率先倡导和践行的“活力养老、高端
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商
业模式，将虚拟保险金融产品和实体的
医养服务有机结合，得到客户的肯定与
市场的认可。同时，他也指出，未来，健
康财富规划师将成为泰康销售精英的职
业发展方向。

保险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