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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信用卡市场大发展的当
下，在契合个人消费需求的同
时，一些鱼龙混杂的机构也在
使用“障眼法”趁机浑水摸
鱼，信用卡智能还款APP的
悄然走热，其背后所隐藏的风
险也值得重视。

近日，“农业银行信用
卡”官方公众号一则《你所不
知道的信用卡智能还款》再次
让人们关注到信用卡智能还款
的套路和潜藏的风险，该篇文
章阅读量已突破10万+。文
中称，所谓的智能还款，实则
是反复套现还款，一旦“套
现”被银行确认，可能将面
临授信额度降低等恶果，严
重的甚至可能触犯法律。平
台的实际操作是推迟并非还
清持卡人所需还款的金额，
且持卡人需要支付额外的手
续费，此外，一些不正规的
智能还款平台也存在着个人信
息泄露的风险。

推迟并非还清信用卡账单

如果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
入“信用卡智能还款”，首页
可以检索出不少有关智能还款
APP的广告，这些广告多打
着“新模式”“超低费率”“更
多通道”的宣传口号。甚至有
的广告将智能还款软件吹捧为

“支付行业一次颠覆性的革
命”，称“智能还款软件的出
现，其实就是传统POS机的
升级换代产品。”

所谓的智能还款，其套路
本质就是反复套现还款。正如
农行信用卡公众号的文章所
称，市面上的智能还款平台，
多数要求客户每月预留卡内
5%~10%的可用额度用来处
理账单欠款，利用账单日和还
款日之间的时间差，达到所谓
的完美处理；当平台在受理持

卡人要求后，会通过POS机
进行信用卡消费，把卡内预留
的 5%~10%额度资金套出，
再把套出资金返还给用户，用
来偿还当期信用卡账单，如此
往复，相当于将账单循环延
后。

也就是说，智能还款实则
是在信用卡每月账单日到还款
日的这段时间，通过将卡内预
留额度套现出来，让持卡人利
用信用卡预留额度的资金偿还
当期信用卡账单，本质还是属
于用信用卡的钱还信用卡的账
单，这种操作可能会帮助持卡
人解燃眉之急，但卡内账单总
欠款依旧不变，并非像一些广
告宣传的“仅用5%的资金就
可以帮您全额还清信用卡账
单”那么神乎。

此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智能还款平台在为持卡人
推迟还款的同时，也需要收取
手续费。通常客户需支付还款
总额的 0.5%至 0.75%不等的
手续费来维系每月反复套现还
款的操作，对持卡人来说，使
用智能还款软件实际上是增加
了总的支出负担。

风险隐患值得高度关注

智能还款软件除了只能让
持卡人推迟但非真正还清所需
还款金额外，其还隐藏着不少
风险点，如套现操作被银行发
现、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

由于智能还款软件的套路

就是用5%~10%的卡内预留
额度反复套现，偿还剩余
90%~95%的当期账单金额，
也就是说一般套现的次数多达
二十余次，且多数智能还款软
件每次还款金额和时间都较为
规律，如每次套现500元后，
过半小时再还款。这种频繁且
有规律的套现操作很容易被银
行风控系统“盯上”，一旦被
银行确认持卡人存在违规操
作，可能将面临授信额度降低
等恶果，严重的甚至可能触犯
法律。

个人信息安全也是值得高
度重视的问题。很多智能还款
软件在开通业务时，明确要求
客户需要完成身份验证、手机
认证、信用卡认证等，整个过
程客户要填写大量私密的个人
信息；在平台资质得不到保证
的前提下，个人信息安全存在
巨大隐患。其中，持卡人就需
要高度警惕可能存在的信用卡
盗刷风险，持卡人在智能还款
软件绑定信用卡时，通常需要
输入信用卡交易密码、预留手
机号、信用卡背面后三位数字
等核心信息，一些不法平台一
旦掌握了这些核心信息，盗刷
信用卡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警惕信用卡热潮背后
可能的危机

近年来，我国银行信用卡
业务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
也越来越引起市场的关注。中

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
国银行 卡 产业发展蓝 皮 书
（2019）》显示，十年来，我
国信用卡发卡量从1.86亿张增
长到9.7亿张，交易总额从3.5
万亿元增长到38.2万亿元。

截至2018年末，信用卡累
计发卡量同比增长22.8%，交
易金额同比增长24.9%。与此
同时，逾期规模也在持续增
长，截至2018年末，信用卡未
偿信贷总额为6.85万亿元，同
比增长23.2%；信用卡损失率
较去年上升10pb，为1.27%。

标普近日发表的报告警告
称，中国的信用卡债务快速上
升，与亚洲其他地区曾经历过
的信用卡热潮最终演化成卡债
危机的历史相比较，二者之间
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
跟过往情节类似，当前的中
国，无抵押消费贷款领域看似
不错的利润和行业激烈竞争正
驱使部分贷款机构承担更高风
险。

“银行和一些类型的金融科
技公司达成业务合作伙伴关
系，也会放大部分银行的消费
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特别是那
些无抵押消费贷款业务经验有
限的银行，或者该类信贷敞口
快速扩大但管理由此产生的风
险的能力却不足的银行。”标普
报告称。

对个人来说，刷卡消费虽
然便捷，但凡是消费都要量力
而行，避免将自己陷入无限还
贷、拆东墙补西墙的深渊中。

（综合）

信用卡智能还款APP火热背后
风险隐患值得高度关注

本报讯（记者潘赟）为推动
ETC的普及，中国银行现推出
ETC免费办理活动，并且还提
供线上申请服务。

中行信用卡绑定ETC进行
高速通行费交易可享以下优惠：

优惠一：OBC免费送；
优惠二：全国高速通行费

9.5折；
优惠三：9.5折基础上再享

8折（截至2019年8月底）；
优惠四：9.5折基础上有机

会在中行手机银行APP中领券
再享3折（与优惠三同享，截至
2019年12月底）；

优惠五：新申请ETC绑定
信用卡送 15000 积分 （截至
2019年8月底)；

优惠六：用中行手机银行
APP可一分钱抢50元加油券、
洗车券、停车券（截至2019年
12月底）。

线上办理步骤也很简单。
第一步：上传个人信息

（身份证、行驶证）。登录中行
手机银行点击“ETC申请”（首
页-ETC 申请或生活频道查
找），进入中行ETC申请页面
点击“立即申请”，上传身份证
正反面获取身份信息，填写车
牌信息 （仅限七座及以下小客
车办理），上传行驶证核对车辆
信息。

第二步：绑卡申请OBU设
备。选择OBU设备，绑定中行
信用卡/借记卡，填写邮寄地址。

中行ETC在线免费办理
优惠多多等你来

本报讯 （记者易季娟） 近
日，浙商银行吴江支行组织员工
到吴江看守所参观，接受警示教
育，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行和

“清廉银行”建设，坚决杜绝违
规放贷、非法吸储等违法违规行
为。

今年以来，浙商银行吴江支
行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
案件警示教育活动，着力提升金
融服务质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不仅
开展了以“预防职务犯罪 构建
清廉浙商”为主题的全员案件警
示教育集中培训，以苏州地区金
融领域真实发生的案件为切入
点，生动阐释什么是金融领域职
务犯罪，深刻分析引发案件的主
客观原因以及犯罪人员的错误心
理，还多次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
育视频，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以
增强员工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意
识，警示全员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廉洁自律。尤
其是在吴江看守所参观后，不少
员工都表示感触很深，纷纷表示
此行收获良多，对端正思想，做
到知法、畏法、守法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此外，浙商银行吴江支行还
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利
用网点LED电子屏、户外跑马
屏滚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标语，
在营业大厅张贴宣传海报、摆放
宣传折页，并设立咨询台或宣传
服务区，为前来办理业务的金融
消费者讲解民间借贷、非法集
资、非法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知识以及黑恶势力的常用犯罪手
段，帮助公众正确认识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保护个人金融财产安
全。同时，银行员工自发组成宣
传小分队，对社区居民、老年群
体、在校学生等特定对象开展扫
黑除恶集中宣传，充分营造全民
参与扫黑除恶的良好氛围。

参观看守所 打造“清廉银行”

浙商银行吴江支行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驰）《扫
毒2：天地对决》《银河补习
班》《上海堡垒》《小小的心
愿》，这些暑期档的电影都值
得期待。鉴于市民的观影热
情，苏州银行在开展9元观影
活动的同时，特别新增 19元
观影专场活动。这个暑期，让
苏州银行信用卡助您欣赏更多
精彩大片。

即日起至8月 31日，苏
州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资产卡
除外）每自然月完成任意一笔
消费，即可参与次月每周三
15:00 的“19 元购观影券”
特惠活动，成功购买的客户即

可获得2张电影抵用券。每月
4至5场电影任你选，每人每
月限购2张，先到先得，售完
为止。购票资格仅限达标次月
使用，不可延期。

活动期间，每周三15:00，
达标客户绑定“苏州银行信用
卡”官方微信，点击“查我的优
惠”—“卡片权益”—“精彩权
益”—“观影优惠”—“立即购
买”并成功支付38元即可获2
张电影抵用券。抵用券提取也
很简单：进入“苏州银行信用
卡”官方微信，点击“查我的优
惠”—“卡片权益”—“我的权
益”—“观影优惠”，进入点击

“兑换”即可提取券码，提取后
您可在“订单中心”查询券码。
券码提取须在支付后90天内
完成。

抵用券如何使用呢？方法
一：在猫眼 APP 选座完成
后，支付前选择“活动与优惠
券”—添加抵用券—输入券码
—确定—提交订单；方法二：
凭券码至猫眼APP—我的—
优惠券—输入券码—添加，即
可完成抵用券添加。选择场
次、座位后，支付时选择“活
动与优惠券”中对应抵用券即
可。需要提醒的是，该券可购
买票价40元（含）以内场次。

苏州银行19元特惠观影来袭

本报讯（记者徐驰）都知道
创业维艰，成败毫厘之间，省下
的每一分都会赢面大增。现在，
浦发银行为你省钱。

7月1日至9月30日，浦发

银行公司手机银行转账手续费
限时免费。只要指尖轻轻一
点，悠享交易转账，三个月的
时间里，为你省下的不是一点
点。

浦发公司手机银行转账限时免费

本报讯（记者徐驰）想到银
行办理取款业务不排队，有什么
好办法吗？有，用建行手机银
行，就可以轻松办理。

建行推出的网点预约取款
业务，足不出户就能预约服

务。打开建行手机银行，通过
网点服务—取款，即可享受三
种预约取款服务，分别是人民
币大额预约、人民币零钞预
约、外币预约业务，为您节省
大把时间。

免除排队烦恼

建行网点可预约多种取款业务

本报讯（记者徐驰）出国
留学，想起来都觉得繁琐，不
过，浦发银行可以为你提供一
站式留学金融服务，让出国的
事情变得简单点。

出国前，通过浦发银行
APP，多项服务可以在线办
理。登录浦发银行APP，选
择“出国金融”，可以在线办
理存款证明、外币兑换、外币
理财。存款证明一键申请，邮
寄到家，九大外币轻松兑换。

留学中，汇款消费全覆

盖，异国他乡贴心相伴。浦发
银行APP上的SWIFT跨境汇
款，采用“拍立汇”黑科技，
复杂信息拍照上传，更有9大
币种轻松汇，收款银行优先处
理，办理渠道为：浦发银行
APP-跨境汇款-SWIFT 汇
款。浦发银行还携手西联汇
款，无需收款账号也能跨境汇
款，十分钟极速达，直接支取
现金，办理渠道为：浦发银行
APP-跨境汇款-西联汇款。
通过浦发银行 APP 购汇后，

还可以在线上预约外币现钞，
办理渠道为：浦发银行APP-
跨境汇款-外币预约。如果父
母对子女持有信用卡不放心，
还可以为留学子女办理浦发银
行信用卡附属卡，额度由父母
灵活调控，更有境外消费笔笔
返1%刷卡金的优惠。

还要提醒一点，使用浦发
银行借记卡可在印有银联标志
的ATM机上直接支取当地货
币，还可在全球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特约商户刷卡消费。

留学有神器 浦发来帮你

本报讯（记者徐驰）酒店
预订可返高至 20%刷卡金，
农行漂亮升级妈妈Visa白金
信用卡带你假期畅快出游。

8月 31日前，使用农行
漂亮升级妈妈Visa白金信用
卡在以下四大在线订房平台：
Agoda:www.agoda.com、
Hotels.com:www.hotels.
com、Air BNB:www.airb-
nb.com、 Booking.com:
www.booking.com， 通 过
Visa网络单笔消费满100美
元及以上，可享消费金额
10%的刷卡金返还。同期通过

Booking 专 属 活 动 页 面 预
订，并在10月31日前完成入
住，还可额外获得10%刷卡
金返还，最高可返20%。

12月31日前，农行漂亮
升级妈妈Visa白金信用卡持
卡人可享万达万悦会快速升级
至银卡会籍：享预定9折、入
住万悦会楼层、尊享迎宾软饮
料或曲奇、餐饮9折、一米四
以下儿童可享受自助早餐、儿
童专属餐品、尊享专属生日礼
品、额外奖励积分 （10%）
等。

12月31日前，农行漂亮

升级妈妈Visa白金信用卡持
卡人在温德姆酒店集团境外
15个国家及地区，中国境内
超50个城市的酒店享受“住
3付2”优惠，预定并完成入
住另可获得温德姆奖赏计划积
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全球酒店
免费住宿。

9月 30日前，持农行漂
亮升级妈妈Visa白金信用卡
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线下实体
商户及线上商户通过Visa网
络交易可享笔笔返现3%。活
动期间，每位持卡人最高可获
得120美元返现。

跟着金主妈妈去度假

酒店预订可返高至20%刷卡金

本报讯（记者徐驰）刷信用卡
总是要还的。不过，浦发银行为你
准备了大“金”喜，还浦发信用卡，
绑定浦发借记卡，就有机会每月
抽奖，赢取最高208元的刷卡金。

7月1日至12月 31日，浦
发信用卡持卡人通过绑定浦发借
记卡自动还款，且单笔归还正常

消费的浦发信用卡账单金额满
1000 元，即可登录“浦发银
行”官方微信，获得最高208元
信用卡刷卡金的抽奖机会。

想要抽奖，还未签约绑卡？
登录“浦发银行”官方微信，输
入关键字“自动还款”即可进行
绑卡。

还款绑浦发“金”喜转不停

本报讯（记者徐驰）有谁不
想在这个夏天来一场酣畅的旅行
呢？现在选携程旅游APP，用
农行信用卡支付，信用卡积分秒
变旅游基金。赶紧将携程旅行
APP升级到最新版本，收拾行
囊出发吧。

农行信用卡积分在携程旅行
APP上抵现很简单：打开携程
旅行APP→我的→我的钱包→
银行卡按提示添加“农行信用
卡”，支付订单时选择“农业银

行信用卡”支付，即可看到信用
卡积分抵现功能。信用卡积分
抵扣的金额按规则自动计算
后，显示在支付界面，你可以
点击按钮取消信用卡积分支付
功能，则订单按信用卡积分抵
现前的原交易金额支付。信用
卡1000积分抵扣1元，抵现部
分的金额上限为该笔订单金额
的 30%，150 元封顶。使用信
用卡积分抵现支付的订单仅支
持全额退款。

携程旅行APP
支持农行信用卡积分抵现

本报讯（记者徐驰）夏日的
热浪已扑面而来，这个夏天你的
关键词是什么？空调续命？期待
假期？还是疯狂度假？为了让大
家尽兴度假，农行联合银联国
际、途牛开展境外刷卡3重礼，
最高返588元+额外返25%+328
元途牛现金的优惠活动，只要你
刷卡，立减、返现、退税奖励统
统享受。

即日起至8月31日，境外
刷卡号以62开头的农行银联信
用卡，首刷返28元，消费满5
笔返 60元，消费满 10笔且满

15000元返500元途牛现金。每
月限前1200名用户报名，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切记，先报
名，再刷卡。

活动期间，途牛黑卡会员刷
卡返现金额额外奖励25%。境
外刷卡号以62开头的农行银联
信用卡，银联境外退税最高可获
得328元/笔现金奖励，不限次
数。

需要提醒的是，参加银联优
计划，在境外精选商户用券购
物，还可以享受7折起的优惠。
在购物之前，记得先领券。

境外用银联卡100%返现
最高返千元

本报讯（记者徐驰）受到不
少人欢迎的孩子王、鲜果壹号半
价优惠券，满100元立减50元
来啦。炎炎夏日，苏州银行信用
卡为您呈上半价清凉券。

7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每天
15:00~23:59，8 月 9 日~8 月
31日每天15:00~23:59，9月6
日~9 月 30 日每天 15:00~23:
59，苏州银行信用卡持卡客户
每自然月完成一笔消费（资产卡

除外），即可参与次月的“半价
券”专场活动。参与时间为活动
日的每天15:00开始，登录苏州
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指定渠道参
与活动，每人每卡每月限参加一
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成功
抢到半价券的客户须在指定有效
期内持半价券码及苏州银行信用
卡至指定活动商户使用，过期作
废。到活动门店验证券码须携带
苏州银行信用卡。

满100元立减50元
苏州银行送上夏日特惠

彩种
超级

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9079

19184

19184

中奖号码
10，13，16，
28，35+4，5

4，4，9

4，4，9，5，3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9184

2019184

2019079

2019079

中奖号码

0，6，0

2，4，7，8，10
4，14，15，16，
17，19，22+13
1，9，6，9，0，

5+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