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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账单延期 3 个月还得更灵活，费

率每月仅 1.5%！ ”近日有持卡人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 自己时有收到来自发

卡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延期业务信息。

作为提醒消费的工具信用卡， 消费延

期到底是什么业务？

还不上账单时的“缓兵之计”

据了解，与账单分期业务不同，消

费延期业务是指持卡人在遇上还不上

账单时采取的“缓兵之计”，即账单的

整体金额最多可延后至 3 个月后还

款，在到期前只需要还手续费即可。

根据某股份行官网上的业务介

绍， 消费延期业务是指持卡人申请将

账单中可延期部分金额整体延期偿

还，每期只需支付一定手续费，到期一

次还本。

对于消费费率方面， 消费延期还

款业务提供 1 期、2 期、3 期等期数选

择，每月为 1 期，手续费分期收取，每

期手续费费率区间为 0%~1.5%， 费率

将根据持卡人的用卡情况等综合评估

和调整，具体分期期数、手续费率、手

续费收取方式以持卡人申请时的申请

信息为准。

那么， 能否在上一期消费延期业

务完成后再度申请延期？ 还有，平时选

择分期是当时还款有压力， 办了消费

延期业务后， 是否可能会导致个人不

良的征信记录？

对此， 记者向该股份银行的客服

人员咨询，该客服人员表示，是否影响

征信，是看持卡人的账单是否有逾期，

但申请业务消费延期业务并不会影响

个人征信。

该股份行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 消费延期业务是指持卡人在每月

账单日次日至还款日前两日内申请将

账单中可延期还款部分的金额申请延

迟一定期数进行偿还的信用卡业务。

每期只需支付一定手续费， 到期一次

还本。 银行鼓励客户在最后一期全部

清还本金和手续费， 当期不再允许客

户对延期金额继续分期。 假设持卡人

还存在还款压力， 在最后一期不能一

次性偿还延期金额， 在最低还款后可

以在下期账单再次申请办理分期， 银

行会依据风险政策和持卡人的用卡情

况等综合评估， 具体以银行批核为

准。

该股份行的相关人士提醒， 若当

期应还金额有逾期滞纳情况产生，则

会产生利息或违约金。 持卡人在使用

信用卡时应量入为出， 考虑个人偿还

能力，避免冲动消费。

是分期划算还是延期划算？

那么对于消费延期业务的费率怎

么算？ 假设客户已生成账单 1 万元，申

请延迟 3 期偿还， 每期基准手续费率

为 0.7%， 则第 1 期和第 2 期偿还手续

费 70 元；第 3 期偿还 10070 元，其中本

金 1 万元，第 3 期手续费 70 元。 也就

是说，1 万元的信用卡账单延迟 3 个月

再还款，共计应付出 210 元利息。

信用卡行业研究人士董峥对记者

表示， 这种信用卡账单延期还款的业

务应该是属于分期类别的业务， 从手

续费来看与分期业务区别不大。 作为

发卡银行的出发点或是出于还款方式

多样化考虑而非单纯的“一刀切”，为

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了多样化还款方

式。

作为对比， 该股份行的信用卡账

单分期每期费率在 0%~1.44%。 仍假设

1 万元账单选择 3 期的分期业务，分期

费率为 0.88%， 即每期还款约 3421 元

含手续费 88 元，3 期共计 264 元的利

息。

“对于短期内有资金周转困难的

持卡人或可考虑， 但是到期了也得把

账单还上，总不能一直申请。 如果对信

用卡账单有较大还款压力的还是应该

选择分期还款， 而且一般讲持卡人这

类短期还不上账单的概率应该不大。 ”

董峥说道。

1万账单付210元利息，即可延后3个月还款

信用卡消费延期业务是否“着数”？

首份上市险企年报出炉

中国平安去年实现净利1074亿元，同比增长20.6%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

昨

日，中国平安公布2018年年报，期内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1125.73亿元，同比增长18.9%；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4.04亿元，同

比增长20.6%。

年报显示， 公司核心金融业务稳

健增长，科技板块利润贡献大幅提升。

另外， 公司将首次实施50亿元-100亿

元回购。

归母营运利润突破千亿元

年报显示，去年，中国平安实现归

母营运利润1125.73亿元， 同比增长

1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4.04亿元，同比增长20.6%。

其中， 个人业务营运利润同比增

长 31.1% ， 占集团归母营运利润的

86.8%。 个人客户数较年初增长11.0%，

客均营运利润同比增长18.1%。 全年新

增个人客户4078万， 其中1045万来自

集团五大生态圈，包括金融服务、医疗

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

客均合同数较年初增长9.1%至2.53个。

此外， 客户交叉渗透程度不断提

高，客户价值得以提升。 目前平安集团

共有6364万个人客户， 这些客户同时

持有多家子公司的合同， 较年初增长

34.7%，在整体客户中占比34.6%，占比

较年初提升6.1个百分点。

科技板块利润贡献大幅提升

作为整体业务的重要支柱，2018

年，寿险健康险业务稳健增长，新业务

价值同比增长7.3%，其中，在2018年下

半年， 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16.9%；

ROEV

（内含价值营运回报率 ）

达到

30.8%； 营运利润同比增长 35.1%至

713.45亿元。

产险方面，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2018年， 平安产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

比增长14.6%， 优于市场3.0个百分点；

综合成本率为96.0%，同比优化0.2个百

分点；ROE

（净资产收益率）

16.7%。

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平安集团

2018年科技输出的重点， 金融科技与

医疗科技业务实现归母营运利润67.70

亿元，在整体中占比6.0%。 其中，陆金

所控股完成C轮融资， 投后估值达394

亿美元。 平安好医生累计注册用户超

过2.65亿， 全年累计营业收入33.38亿

元，同比增长78.7%。

为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 中国平

安昨日宣布， 将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

方案，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50亿元且

不超过100亿元。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于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

上市银行年报时间开启

至少 25家银行净利润增长

信息时报讯

随着上周平安银行

年报的登场，A股上市银行的2018年

业绩报告披露也拉开了大幕。 在首份

上市银行年报中， 平安银行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8.18亿元， 同比增

长7.0%。 而银行年报披露期则时间较

长———31家A股上市银行2018年年报

将在4月末完成全部披露。

上周， 上市银行首份年报正式亮

相。平安银行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该

行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167.16亿元，同

比增长10.3%；实现净利润248.18亿元，

同比增长7%，这较其2016年、2017年的

3.36%、2.61%的净利润增速有了大幅

增长。

虽然目前仅1家上市银行披露年

报， 但已经有多家上市银行披露了业

绩快报。截至目前，除了五大国有银行

以及北京银行外， 其余A股上市银行

业绩快报均已亮相。

同样在上周， 华夏银行、 常熟银

行、 南京银行的2018年业绩快报相继

披露。 本周， 江阴银行也将对外发布

2018年年报，而31家A股上市银行年报

出齐则要等到4月末。

截至目前，31家A股上市银行中

已有25家发布了去年业绩快报， 这些

银行去年均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

在资产质量方面， 有逾七成银行不良

贷款率较去年年初有所增加或持平。

据证券日报

新三板保险中介

挂牌摘牌不断上演

信息时报讯

3月10日，记者获悉，

山东怡富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怡富保险”）

发布股票挂牌新

三板的提示性公告，据公告披露，该公

司将于2019年3月11日起在全国股转

系统公开转让，所属层级为基础层。

据了解， 此次挂牌转让的股票总

量为25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转让

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怡富保险表示，

未来，随着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转让，

将有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有利于公

司业务健康发展。

而除了怡富保险成功登陆新三板

外，截至目前，新三板拟挂牌企业中还

包括两家保险中介机构， 分别是明亚

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广协保

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明亚保险

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对股

转系统下发的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

馈意见进行了回复， 内容主要涉及公

司章程完备性等问题； 广东广协保险

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向股转系

统提交信息反馈是在2017年1月。

不过， 新三板市场的机构进进出

出不断上演。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

下半年起，已有6家保险中介公司已经

或打算终止挂牌。

据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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