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自助线上消费贷款对比

平台

银行自助

线上消费贷款

信用卡消费分期

购物分期平台

额度

一般最高30万

一般最高30万

视商品价格而定

期限

最长期限36个月

最长期限36个月

最长期限36个月

利息

按日计息，平均日利率约0.03%

12期费率每期0.65%~0.74%浮动

12期费率约每期0.41%

是否可以提前还款

可提前还款 无违约金

支持 剩余本金及各期手续费要一次性支付

支持，剩余本金及已使用天数利息

需付利息

594.87元

888元

目前处于免息期

每期还款

882.88元

907.33元

833.25元

（注：以上利率、利息均为举例所需，实际情况以各平台公布为主）

举例

购买一万元电脑，分

12个月还款

特点： 分期额度和期限灵活，

不定时免息优惠， 综合利率较高，

提前还款要求不明确

。

除了现金贷款，想要“提前消

费”， 目前常见的还有购物分期平

台。

以“分期乐”为例，该平台拥有

3C 数码、洗护美妆、教育培训等多

个消费场景，目前，“分期乐”上线

了“乐花借钱”和“乐花卡”以及购

买商品分期等业务。 其中“乐花借

钱”和“乐花卡”的申请额度会根据

系统评估客户的实际情况来定。

记者在体验中发现，该平台在

分期主界面上会一直出现“36 期

月供更低，仅需 XX 元”的提示，但

记者随后计算发现， 如果选择分

36 期偿还虽然每期需偿还的数额

较少，但综合利率很高，借款金额

越大，所需支付利息越高。

据分期乐客服介绍，目前商城

部分商品在活动期， 享受 12 期免

息，且支持“全部提前还款”和“部

分提前还款” 两种提前还款方式，

其中“全部提前还款”为按日计息，

用户仅需支付实际使用天数的利

息和剩余本金，具体还款日利率以

用户自身使用界面为准。 但对于

“部分提前还款”，分期乐客服并没有

明确说法，是表示“一般来说不支持部

分提前还款，以页面显示为准”。

举例：

王先生近期打算在分期

乐购买一款 MacBook 笔记本电

脑，该商品售价为 9999 元

（ 活动

价 ， 正 常 售 价 为

11888

元

）。 该平台会有不定时

的分期优惠，如该商品目

前就是处于 12

期 免 息 的 优 惠

中，每月还

款 833.25

元。

购物分期平台

责编：黄淑仪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黄虹

消费想贷款 如何选择更“着数”？

精明眼

2019.6.13��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07

发

财

狮

子

特点： 在移动端上即可操作，

按日计算利息 提前还款无违约金

从目前商业银行的纯线上消

费贷款产品来看，基本上只需要是

在银行有相关个人账户即可申请，

但是贷款的具体利率和额度普遍

根据在个人银行中的账户、购买的

理财等业务而厘定，因此每个人的

贷款资质都是有所不同。以招商银

行的“闪电贷”为例，据招行的客服

人员表示， 闪电贷的申请额度/资

格会不断变化，但是个人无法自行

设置调高或调低。在招行办理的存

款、理财等业务越多，时间越长，可

以获得的闪电贷额度就可能越大，

同时还需要保持个人良好的征信

记录。

而互联网银行的信用贷款审

批程序更为简便，往往只需要通过

注册、人脸识别等流程，平台对申

请人的信用进行评定，通过审核的

申请人，很快就会发放贷款。 这类

信贷服务通过每个人的数据判断

每个人的信用，在根据大数据进行

综合判断给用户贷多少金额。如微

众银行在微信上就能操作贷款的

“微粒贷”。

记者了解到，像类似的纯线上

自助消费贷款， 一般都是

按日计息的， 更适合短期

购物周转， 喜欢提前还款的消费

者。如广州农行的相关人士就告诉

记者，一般线上自助消费贷款产品

均可以提前还款，且一般不收取违

约金。

举例 ：

王先生在招行的 APP

上申请了闪电贷 1 万元，年利率在

10.8%， 其选择等额本息的还款方

式，即在还款期内，每月偿还同等

数额的贷款

（ 包含本金和利息）

，12

期每期还款 882.88 元，总计付出利

息 594.87 元。

线上小额贷款

特点 ：不占信用卡额度，提前

还款要收手续费

在消费金融这一领域，信用卡

天生就是带有小额消费信贷产品

的属性，因此使用信用卡“提前消

费”就是不少人士最早接触的消费

贷款之一。 信用卡的消费分期功

能是助于持卡人缓解短期内还款

压力业务， 目前市面上的信用卡

基本上都有消费分期的业务供持

卡人办理， 基本可提供3期、 6期、

9期、 12期、 24期甚至36期等多种

期数选择。 对于普通持卡人来说，

多数信用卡的消费分期并不占用

信用卡额度， 这也为持卡人带来

了便利。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由于信用

卡分期业务有一定的手续费与利

息，个人切记要合理使用分期产

品，避免落入过度分期、自动分

期等的消费“陷阱”。 因为如果

选择了分期业务后，每期的还款

必须还足每期需要还的金额，无

法选择最低还款。 另外，如果用

户申请该笔消费分期，必须一次

性支付剩余的本金及各期手续

费，且已入账的本金及手续费不

退还。

举例：

王先生使用浦发银信用

卡使用分期服务购买了 1 万元的

东西，12 期的分期费率为 0.74%，

在还款期内，12 期每期还款 907.33

元，总计付出利息 888 元。

信用卡消费分期

首先，消费贷款只能用于个人消

费用途，禁止用于购买房产、股票、经

营或权益性投资， 以及国家政策、法

律、法规所禁止的用途。 虽然大部分

存的消费贷款产品提前还款不设违

约金，但是也有不少市民在贷款后会

提前还款。 这里面又涉及另外一个问

题，提前还款是否有必要？ 据了解，目

前市场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有部分

借款人没有合理评估自己的实际还

款能力 ，盲目贷款进行消费 ，贷款到

期后又没有留存足够资金还贷，从而

急于向高利息、高手续费的渠道平台

融资，逐步陷入个人金融危机。

因此，不少业内和银行相关人士

就建议，选择贷款产品和是否提前还

款均要看个人贷款的具体使用情况

以及客户的收入水平来决定。 如果是

短期或不确定期限的临时周转， 建议

客户选择线上自助类的小额消费贷款，

一般可提供随借随还功能， 避免违约金

收取。 个人在使用消费贷款是要根据资

金需求和个人月还款能力做好规划，避

免借长期贷款提前还款， 造成不必要利

息支出。 另外，提早还款产生不会对个人

征信造成不良，相反，及时结清贷款更有

利于保持良好的征信记录。

1.

如果客户消费贷款金额不大（

5

万元以下），贷款期限不长，以当前的

收入还贷款没有任何压力的话，客户

可以自由掌握是否办理贷款部分提

前还款或全额还款。

2.

若贷款金额较大 （

5

万元以

上），还款有一定压力的情况下，客户

就要仔细规划好自己的收入与支出

比例。 除必要的生活支出外，必须要

留有足额的资金来偿还每月贷款供

款。 或有计划地进行储蓄，当储蓄存

款到达部分提前还款的金额后，可向

银行申请部分提前归还贷款，进而减

少贷款每月还款额，有效降低利息支

出，这是很有必要的。

专家指路

及时结清贷款有利于

保持良好征信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郑晓慧

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就是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人民币贷款，只要满足银行相关的

贷款条件就能够申请。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这种消费贷款，这其中就包括个

人的小额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以及个人消费分期平台三种主要方式。信息时报记者

在对比后发现，目前大部分消费贷款产品都可以自助线上申请，但不同贷款方式、平

台对于贷款利率和额度厘定却各有差异，市民在选择时不妨“货比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