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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处理信用卡账务暗藏多重风险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提醒：应选择正规渠道偿还债务

“‘今天帮你摆脱信用卡债务！’当你

面临严峻的还款压力， 却不想因逾期而

影响征信时， 诱人的信用卡代还广告很

可能让你把持不住。 ”近日，广发银行东

莞分行向媒体介绍， 不法分子采取的相

关“手段”看似是将消费者信用卡债务进

行了延期，解决了“还不上钱”的燃眉之

急，实则暗藏多重风险，消费者不仅需要

付出高额的佣金， 而且还要以消费者的

个人征信“背上”不良记录，甚至是个人

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谓是得不偿失。

代处理信用卡账务有三大特征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 近期， 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发

布风险提示称， 监管部门收到消费者

反映， 有“维权人士” 通过微信群、

QQ 群等进行虚假宣传， 谎称可以代

理处置信用卡债务， 而监管机构在调

查处理的过程中发现， 这类行为不仅

扰乱消费者还款计划， 而且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介绍， 所谓代处理信用卡账务

主要有三大特征： 代理人往往收取消

费者未还款金额 10％-20％的佣金， 增

加了消费者额外经济负担； 代处理账

务一般采取拖延偿还信用卡欠款的方

式进行， 从而导致消费者需承担逾期

滞纳金及罚息； 个人征信系统留有不

良记录， 形成信用污点， 对消费者后

续申请银行贷款、 买房、 买车、 就业

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银行仍是最安全正规还款渠道

广发信用卡提醒广大消费者， 对

于网络或者街头信用卡代还小广告，

一定要注意防备，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最好不要搭理。 目前而言， 相比网络

上参差不齐的债务代偿机构和 APP，

银行仍是最安全和正规的还款渠道，

且各大银行普遍有自己的专属 APP 和

微信公众号， 选择任意平台登录个人

账户即可还款。 如果觉得还款压力大，

可以与银行协商做分期还款。 如果产

生账款逾期问题， 也可找银行协商，

通常来说， 受监管的正规金融机构对

于相关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总

之， 用户应选择正规渠道偿还债务，

避免因使用其他渠道导致财产和信用

损失。

此外， 广发信用卡相关人士还表

示， 消费者应树立理性消费观， 使用

信用卡更要量入为出， 适度消费， 考

虑个人偿还能力， 避免因冲动消费产

生超出偿还能力的信用卡债务。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注意！ 身份证丢失非小事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提醒用户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遗失、被

盗身份证数量巨大，大多数人认为挂失

重新补办一张即可，新证遗失后重办对

个人无多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 丢

失的身份证可能会被不法犯罪人员利

用实施金融诈骗。 ”近日，广发银行东莞

分行向媒体介绍，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

道获取到遗失的身份证，蓄意伪装成与

受害人相似的模样， 企图蒙混过关，以

达到其办理银行信用卡、 各种贷款、洗

钱、电信诈骗等目的，得手后猖狂盗用

盗刷，累计大额债务流窜逃逸，继续下

一次作案。 令身份证失主蒙受不白之

冤，深陷债务纠纷的困扰。

“往往身份证失主被冒用后查询征

信记录不良、被催收欠款、限制出行等，

才发现自己丢失的身份证引来了大麻

烦。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工作人员表示，

提高保护信息安全意识，刻不容缓。

如何保护好个人信息及资料？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指保护能够

进行个人身份辨别的信息，包括：姓名、

生日、身份证号码、电话、地址、电子邮

件地址、银行卡号等等。

广发信用卡相关人士表示， 首先，

要保管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一切证件，

如身份证、银行卡等，同时还应做好网

上个人信息安全防护， 妥善保管社保、

公积金等账户密码。

其次，办理信用卡要通过正规途径

办理， 不要轻易相信不良中介宣称的

“提额”、“代刷流水”、“代办高额度卡

片”、“白金卡”等虚假宣传信息。

此外，要做到不向不明身份人员透

露个人信息、 不回应来历不明的短信，

接到任何自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来电

时，应当先核实对方身份，致电缘由等。

如对其身份产生怀疑，可要求先致电银

行公开的客服电话进行身份核实，让来

电人再次致电，主动防止被不法分子套

取个人信息。

丢失身份证或银行卡应如何处理？

上述相关人士表示， 丢失身份证后

应立刻到派出所办理挂失手续， 并开具

相关证明， 之后马上到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补办身份证；如果银行卡丢失，则应第

一时间立即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进行挂

失，重新补办新卡。 此外，也是大家容易

忽视的， 要马上对丢失的银行卡绑定的

线上快捷支付方式进行解绑， 同时关闭

小额免密支付功能，防止财务损失。

如今，因个人不能妥善保管好个人

资料信息而导致信用卡被盗刷的事件

屡见不鲜，唯有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共同

努力，筑起“防盗门”，方可为“金融安

全”、“消费安全”保驾护航。 作为群众，

应足够重视个人信息安全， 从自身做

起， 与金融机构共同创建更加安全、健

康的金融消费环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广发神都夜行录联名卡上线

新户有机会享440元大礼包

近日，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向信息时

报记者介绍，9月20日，广发信用卡牵手

网易游戏推出的“神都夜行录”珍藏版

联名信用卡已正式上线。 该卡不仅将游

戏经典形象与卡版设计深度融合，还将

游戏专属福利与持卡权益交汇，为持卡

人和游戏群体提供不一样的用卡体验。

用户申请珍藏版联名卡除了马上拥有

游戏专属卡版图案外， 还有机会享受

“最高享240元游戏大礼包”、“新客户加

码赠送200元道具礼包”、“消费达标最

高享5倍广发积分”等专属权益。

新客户最高可享240元游戏大礼包

据介绍，珍藏版联名信用卡充分运

用了盛唐陶瓷元素，采用唐朝陶瓷珍品

唐三彩中的赭石、烫金、青绿三种颜色

作为主色调，唯美线条勾勒极力凸显唐

韵大气之风，真实还原游戏内经典可爱

的“乌灵”形象。 再加上北海幽都之山、

黑水畔的玄鸟的点缀， 整体精致耀眼，

层次感十足。

2019年9月19日起至12月31日，成功

申请广发神都夜行录联名信用卡的新客

户主卡持卡人， 在发卡后3个自然月内

（含）

，绑定“广发信用卡”官方微信，并登

录广发信用卡官方客户端“发现精彩”

APP专区页面成功报名， 每个自然月任

意消费3笔且满足单笔消费金额199元及

以上， 即有机会获赠价值人民币80元的

游戏道具礼包1个

（礼包明细为

2

个剧情

唤灵符 、

1

个紫色礼物礼盒 、

2

个青团食

盒、

2

个天书）

，活动期间合计最多可获赠

价值人民币240元的游戏道具礼包！

此外，2019年9月19日至2020年9月

30日， 通过游戏指定渠道

（《神都夜行

录》手游

APP

、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

微信公众号、官方贴吧、官方论坛）

成功

申请广发神都夜行录联名信用卡的新

客户，在发卡后93天

（含 ）

内激活，即有

机会于获赠价值人民币200元的神都夜

行录手游专属道具礼包1个

（礼包明细

为

6

个剧情唤灵符、

1

个太素原晶、

1

个金

色礼物礼盒、

6

个青团食盒、

6

个天书）

。

消费达标最高享5倍广发积分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介绍，在广发神

都夜行录联名卡有效期内，持卡人周五

积分消费可额外赠送1倍广发积分；如

持卡人当自然月积分消费满足3笔且单

笔消费金额在人民币199元及以上，则

持卡人当自然月周五积分消费可额外

再赠送3倍广发积分， 即最高可享五倍

积分。 当自然月周五额外赠送积分上限

为1万，超过1万按照1万赠送。 快速累计

的广发积分可于“发现精彩”APP兑换缤

纷好礼。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值此游戏一周年之际，“神都夜行

录”珍藏版联名信用卡可谓是广发信用

卡牵手网易游戏为众多玩家献上的一

份值得珍藏的纪念礼。 不过系列好礼数

量有限，赠完即止，玩家们想要收获大

礼包要抢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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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神都夜行

录”珍藏版联名

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