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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用钱也别踩坑里

信用卡取现如何避免陷阱
见习记者 商依琳

人人都有着急用钱的时候，虽
然有些人会保留一些紧急预备金来
应对突发的急用钱事务， 但是也不
是什么着急事都能应付得来。
这时候， 用信用卡获取现金的
方式就可以临时应急。 虽然常说尽
量不要用信用卡获得现金， 但是到
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选
择正确的方式，不要掉进坑里。
另外， 还有一些别的途径也可
以贷款，如银行贷款、网络借贷等，
但也要注意其对个人征信的影响。

提到信用卡取现， 一般的持卡
人可能只知道 ATM 直接取现这一
种方式。 但其实用信用卡取现有两
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取现，一种是现
金分期。虽然都是取现，但这两种方
式其实大相径庭。
取现之前， 建议分别问清楚取
现需要哪些费用和利息， 最好能够
精确地知道具体要什么时候， 还具
体多少金额。一来方便还款，二来也
可以计算实际的借款利率。
直接取现是指在 ATM 机上就
可以直接取现，但是得提醒一下，大
部分信用卡的提现额度为信用卡整
体额度的 30%～50%，每张卡每天
最高取现 2000 块， 并且有取现手
续费和利息。 现金分期是指信用卡
通过分期来获得现金， 操作方式跟
分期购物差不多。先打电话给银行，
说明想申请现金分期， 并且沟通好
你要分几期还款之后， 银行就会把
现金打到你的借记卡里， 你就可以
去 ATM 机上取钱了。
与直接取现相比， 现金分期的
优点显而易见。 一是现金分期往往
可以拿到信用卡额度的 100%；二
是与直接取现同时收取手续费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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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比，现金分期只会收取手续费，
没有利息费用。
但是， 也不是选择现金分期就
一定更划算。 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
某银行信用卡额度是 1 万， 现在要
取现 2000 元。 如果直接取现按照
取现手续费率 2%来计算，最低取现
费是 20 元，利息则是取现之日起每
天万分之五， 那么取现后需要还的
钱就是 2000 元 +40 元（手续费）+
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 如果采用现
金分期的方式取现，假设分了 6 期，
银行的月手续费率为 4.8%，那么每
月还款的金额就是每月手续费 + 每
月 还 款 本 金 =2000 元 ×4.8%
+2000 元÷6=429.33 元。
也就是说， 如果在取现完的
536 天内还上， 那么直接取现比较
划算； 如果不能或者拖久了总是忘
记，超过 536 天后才还款，那么现
金分期比较划算。

两种取现方式比较来看就一目
了然了，哪种方式更好一点，要看持
卡人什么时候能还款。 如果取现之
后短时间内就能还钱， 那么直接取
现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利息每天都
会产生；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还款，那
么现金分期就会相对划算一点，毕
竟不会有每天增加的利息。
比较来看， 现金分期是相对不
错的方式，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尽
量不要通过信用卡来获得现金，无
论是取现还是现金分期， 其实利率
都很高，基本都在年化 10%以上。

除了信用卡取现， 还有其他借
款途径也能解决燃眉之急。
找银行贷款是一个常见的方
法，从种类上看，银行消费贷款包括
住宅抵押贷款、非住房贷款等。具有

消费用途广泛、贷款额度较高、贷款
期限较长等特点。通常来说，各大银
行都有自己的消费贷款产品， 要是
该行的客户就有申请哪家银行消费
贷款产品的资格。外资银行、商业银
行贷款产品申请门槛低、审批容易，
但相对贷款利率更高， 而国有银行
虽然贷款利率较低， 但申请的准入
门槛相对更高，因此，客户可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贷
款产品。
比如， 招商银行个人消费贷款
的产品特点是可根据客户需求分次
发放， 每次放款的金额之和不得超
过审批的贷款金额, 每次放款的贷
款期限一致,还款方式相同。中国建
设银行消费贷款的产品特点是贷款
额度高， 消费用途广， 且贷款利率
低， 其快 e 贷产品， 贷款利率仅
7.6%左右。 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消
费贷款的产品特点是人综合消费贷

款具有消费用途广泛、 贷款额度较
高、贷款期限较长。
消费贷款的利率按照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 上浮幅
度和利率调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
各银行及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但是，要注意，不同的贷款项目
需要的申请条件和资料都不同，市
民可以提前打电话到银行网点，选
择贷款网点人工咨询， 告诉客服你
的贷款用途、所在城市等信息，咨询
需要的申请材料。
另外， 部分网络借贷平台也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网络借贷平
台的资质还需要仔细甄别。 网络平
台发布的大量放贷人信息中， 有不
少是以 “贷款公司”、“融资公司”
等名义对外发放贷款。而事实上，必
须是经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方可从
事信贷融资等金融服务， 擅自从事
金融活动者往往会因为 “非法集
资”、“非法吸引公众存款”， 扰乱
金融管理秩序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实在难以辨别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
互联网巨头的借款平台， 如蚂蚁借
呗、微粒贷、京东金条等，以备不时
之需。
网络借贷虽然很方便， 部分可
借金额也会比很多人的信用卡额度
高一些， 但是还是要注意网络借贷
也会影响你的征信。 网上借钱也会
在个人征信报告中留下记录， 现今
任何正规的借贷都会关联个人征
信，所以一定要及时按时还钱，否则
征信上留下不良记录， 严重的甚至
还会影响未来子女的学校录取。
另外， 也不要太过依赖网络借
贷，千万不要长期借钱，0.05%的日利
率，投资理财产品都很难持平盈亏。
不管是信用卡取现还是借贷，
都是为了在短期内解燃眉之急，所
以即便多个选择， 还是尽量不要让
自己陷入急需用钱的情况中。

互联网保险误导渠道变化多端

警惕微信朋友圈成保险销售误导的新温床
见习记者 杨晓东 实习生 贺岸雄

近年来， 互联网保险因其购买
便捷、产品丰富等特点，给保险消费
者带来便利， 但同时也存在风险隐
患。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十一黄
金周期间， 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两种
人，一种晒家庭旅行照，另一种就是
这些保险代理人统一的蹭热点画
风，什么‘国庆到福利到’等宣传链
接铺天盖地， 把收益说的天花乱
坠。 ”继借助电话、银行等作为保险
销售的渠道后， 微信朋友圈和群聊
已成为保险销售误导的主战场。

据了解， 保险代理人或中介机
构为了在互联网平台推销各类保险
产品，往往会发生信息披露不充分，
投保前避重就轻等误导性销售。 只
讲产品的好话， 而不解释对客户不

利的方面， 前段时间在一些知名互
联网保险平台， 大肆宣传可以续保
到 105 岁，只字不提一旦发生疾病
第二年不能续保， 也不提产品停售
无法续保等潜在风险， 这样的变相
误导实在可怕。
针对如何应对互联网保险存在
的风险隐患， 尽量避免消费者上当
受骗， 记者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获悉， 购买互联网保险时
需谨防的三大风险：
首当其冲的就是“吸睛”产品
暗藏误导。 有的保险机构为片面追
求关注度和销售量， 推出所谓的
“吸睛” 产品， 存在宣传内容不规
范、网页所载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一
致或显示不全、 未明确说明免责条
款等问题，涉嫌误导消费者。 此外，
在线平台经常暗藏“搭售”。某些在
线平台在其票务、 酒店预定页面通
过默认勾选的方式销售一些保险产
品， 未明确列明承保主体或代理销

售主体， 未完整披露保险产品条款
等相关重要信息， 侵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益。 最后，
“高息”产品往往暗藏骗局。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虚构保险产
品或保险项目， 或承诺高额回报引
诱消费者出资， 或冒用保险机构名
义伪造保单，往往涉嫌非法集资，给
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
针对部分互联网保险存在的问
题， 监管部门表示将依法采取监管
措施。同时，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示保险消费者， 购买互联
网保险时应留意以下方面：
一、阅读条款，谨防误导宣传。
保险消费者要主动点击网页上的保
险条款链接， 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和
投保须知等， 结合条款内容决定是
否购买相关保险产品， 不要轻易被
某些“吸睛”产品的宣传“噱头”误
导。二、评估需求，合理选择产品。建
议保险消费者评估自身保险需求，

认真了解拟购买保险产品的保险责
任、 除外责任、 保险利益等重要内
容， 从而选择购买符合自身保险保
障规划和实际需求的保险产品。
三、擦亮眼睛，勿受高息诱惑。 保险
消费者要认清保险的主要功能是提
供风险保障， 尽管部分保险产品兼
具投资功能， 但其本质仍属保险产
品,以保障功能为主。保险消费者不
要轻信保险产品“高息”宣传，避免
遭遇非法集资骗局。

解气的是， 记者注意到今年下
半年以来，包括云南、黑龙江、山东
等在内的多地保监局就针对”微信
群、 朋友圈传播误导性内容的行为
“开出罚单， 多家保险分支机构以
及保险中介公司受到警告、罚款。责
任追究与业绩、职级晋升挂钩！监管
惩治销售误导行为从不手软。

今年 6 月初，一份名为《关于加
强自媒体保险营销宣传行为管理的
通知》下发至各保险市场经营主体，
严打保险机构、 保险从业人员利用
自媒体平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而作为互联网金融的第一个细
分行业的监管办法，《互联网保险
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简称 《暂行
办法》） 自 2015 年 10 月施行后，
原规定为有效期 3 年。 就在业界关
注是否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失效之
时， 银保监会于 9 月 30 日下发通
知，称正加快修订监管办法，在新规
定出台前，《暂行办法》 继续有效。
《暂行办法》 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经营条件与经营区域、信息披露、经
营规则、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
既规范了互联网保险经营行为，也
促进了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 数据
显示， 互联网保险业务保费收入从
2014 年的 858.9 亿元， 增至 2017
年的 183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