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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赵智妍

一年一度的“双 11”购物节来了，又一轮
优惠活动也接踵而至。 据晨报记者观察，今年
各家银行的“双 11 活动”与往年大同小异，
主要包括消费返现、抽奖、自家商城商品打折
等， 其中还包括信用卡账单分期享受手续费
折扣的活动。 说到信用卡分期，不少消费者表
示“又爱又恨”，分期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但分期后的手续费和利息也给自己增加了额
外的负担， 且很多时候自己的账单被莫名其
妙分期了，找银行撤销也十分麻烦。 针对信用
卡的“过度分期”问题，监管正加强整治。 业
内人士提醒消费者， 办理分期业务要看清条
款，理性消费，自身也要主动加强对信用卡的
了解和管理。

“被分期”情况不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超前消费，
对信用卡账单进行分期成了“家常便饭”。 但
有不少消费者表示， 自己的信用卡账单经常
莫名其妙被分期了。 市民陈小姐就对晨报记
者表示， 此前自己的账单有足够的钱可以直
接还款，但突然被自动分期了，产生了高额的
手续费。 自己联系银行客服取消这个事情，结
果被告知取消要交违约金。 记者发现，在一些
投诉平台上，不少消费者都反映了“被分期”
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信用卡在开通时就
有条款，刷卡消费达到约定金额，便会将该笔
业务自动处理成分期业务，很多消费者没有仔
细阅读条款， 而银行工作人员也没有详细说
明，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乌龙。 还有一些是银行
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消费者信用卡分期
手续费有折扣，部分消费者在接了电话后稀里
糊涂就接受了分期，随后转头自己又忘了。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指出， 通常很多
人不会仔细阅读条款， 而银行工作人员又没
有详尽告知相关业务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容易“被坑”，被动选择了分期业务。
还有一些银行将关键信息放在不显眼的地
方， 而持卡人有时忽略查看每月账单的分期
费用，这些也都是引发消费纠纷的因素。

监管加强整治相关乱象

面对信用卡的分期乱象， 监管层正在加
强整治。 10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服务煤电
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 保障经
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到银行
要依据客户还款能力合理授信， 不得诱导金
融消费者盲目借贷、过度超前消费；规范信用
卡经营行为， 严控单一客户发卡数量和授信
额度，规范分期管理，不得通过诱导“过度分
期”等方式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防止以卡养
卡、以贷还贷，助长过度负债。

今年 8 月，深圳市消委会针对账单分期、
现金分期两项信用卡分期业务， 模拟消费者
的消费场景对包括工、农、中、建、交在内的 10

家银行的官网及手机 APP 展示的公开信息
是否存在信息告知不明晰的情形， 先后进行
了调查，主要发现三大问题：实际年化费率以
及撤销分期、 提前还款规定等重要信息披露
不完善； 提前还款一次性收取剩余的所有各
期手续费，即消费者即便提前还清分期本金，
也需负担剩余手续费；存在“免利息”“手续
费比例不随分期期数的增长而提高” 等引人
误解的宣传。 随后，有关部门督促 10 家银行
对相应问题进行整改。 据悉，目前 10 家银行
已就三大问题全面完成整改， 加强了实际年
化费率等重要信息的披露； 取消了提前还款
一次性收取剩余所有各期手续费的规定；删
除了“免利息”等引人误解的宣传语。

今年 7 月份， 银保监会还对一家股份行
作出了通报，通报称，该行为增加信用卡分期
业务收入，默认勾选自动分期起始金额，侵害
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星智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表示，近
些年， 监管机构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
已显示出趋严态势。

消费者要加强信用卡管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除了银行本身对业
务要规范， 消费者也要主动加强对信用卡的
了解和管理，特别是留意收费、利率、还款方
式等条款，才能有效减少此类纠纷的产生。

有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个体消费者想要
有真正的信用卡自由，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
受利诱蛊惑，保持良好的个人财务状态，办卡
看清条款，理性消费，按时一次性还款。

消委会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办理信用卡
分期业务时，应充分理解其收费标准，重点关
注银行披露的折算后的实际年化费率， 以了
解分期业务真实成本。 同时，还要特别关注时
限、费用等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例
如，应仔细阅读涉及手续费、违约金计算等合
同条款，综合自身还款能力，理性选择适合自
身条件的分期业务。 必要时，消费者可向银行
询问确认，使用信用卡过程中注意保存证据，
以备后续维权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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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理财 22002211 .. 1100 .. 2288 星星 期期 四四

编 辑 师 诗 靓

为适应业务发展需求，经总行与监管机构核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定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由原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9 号搬迁至新办公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8 号。

此次搬迁，电话总机 58885888 因线路切换，将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临
时暂停使用。期间，使用 68088888 作为分行总机号码。11 月 2 日起 58885888 恢
复使用，68088888 同步作为分行总机号保留使用。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以本次搬迁新址为契机，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品质，
积极践行国有大行担当。

搬迁期间联系电话：68499655，68499460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2021年 10 月 28 日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迁址公告

晨报讯 10月 27日，交通银行在上海、
北京、湖北三地连线，召开新一代手机银行发
布会。 此次发布的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6.0 版
（以下简称“手机银行 6.0”）以“千面魔方”
为设计理念，重点强化开放互联、财富成长、
科技关怀三大数字服务能力，打造了智能化、
个性化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交行副行长钱斌在致辞中表示， 此次新
一代手机银行 6.0 版的发布， 是交行深化数
字化转型的最新成果之一， 借助技术赋能升
级服务能力，延伸服务触角，为亿级客户提供
更为智能和个性的金融服务和更有温度的科
技关怀。 交行将始终秉持“建设具有财富管
理特色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银行”的战
略愿景，推进数字化新交行的转型建设。

千面魔方，智享个性专属一面 此次新
发布的手机银行 6.0 通过整合数据资产，构
建了客户统一视图和洞察体系。 通过大数据
分析和智能算法精准匹配产品服务， 通过组
件化、模块化、参数化快速搭建服务场景，从
而在服务客户的多样需求上实现广阔延伸，
为客户提供了多面的选择。 交行客户可以像
玩家一样， 简单几步就能组合出专属自己的
一面，快速抵达。 交行通过最新技术，将麻烦
留给银行，将方便留给客户，借助金融科技实
现客户体验的跃升。

开放互联， 打造财富管理生态圈 新发
布的手机银行 6.0 提升了用户和信息、 用户
和机构，用户和用户之间的多点连接。在开放
平台生态的理念下， 引入了更多优质财富管
理机构。同时全新推出开放社区，供普通投资
者、投资大咖、基金经理等交流热点话题，切
磋投资心得。通过应用远程视频、智能客服等
技术，满足客户线上沟通、咨询、交易的服务
需求。

财富成长， 推出星球会员体系 手机银
行 6.0 实现了金融服务流程的重塑与升级，
以客户长期财富增长为服务宗旨，从投前、投
中、 投后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式服
务。同步还推出全新的星球会员体系，丰富客
户权益和福利，伴随客户财富成长。

科技关怀， 提供立体安全防护 手机银
行 6.0 通过自主研发的风控模型， 整合了多
方位、立体化的安全保障工具，为客户提供立
体安全防护。 此次新升级的一键安全检测服
务，通过运行环境、登陆设备、认证工具、帐户
提醒等多维度检测， 提示客户可能存在的手
机银行运行环境或帐户安全风险， 进一步加
强客户账户安全保障。

为响应中央号召， 让金融科技成果更
好惠及老年人，保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道
路上“一个都不落下”，此次手机银行 6.0
还推出了关爱版，将无障碍功能、适老化
改造渗透至界面和流程交互上，帮助老年
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体验科技带来的便利
和智能。

交通银行
新一代手机银行 6.0 发布

减 资 公 告
上海银河星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
00MA1FL5AK80），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 万元，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新新闻闻报报社社广广告告部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 部 ：昌 里 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西凌家宅路 35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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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第 5 轮:上海-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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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电电电电视视视视 节目预告 湖畔天下保洁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金满壹仟
万，保洁能力二级，同类项目服务
经验。领标时间：10 月 28 至 11 月
1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8，
54043388-665，黄先生。

湖畔天下绿化养护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金满伍佰
万，有绿化施工养护经营范围，同
类项目服务经验。领标时间：10 月
28至 11 月 1 日，地址：长乐路 989
号 208，54043388-665，黄先生。

四季雅苑保洁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金满壹仟
万，保洁能力二级，同类项目服务
经验。领标时间：10 月 28 至 11 月
1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8，
54043388-665，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