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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还款难？

广发信用卡费率优惠助力抗疫解困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获

悉，为响应国家全面支持疫情防控的号召，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近期，广发信用卡推出差异化的

还款费率优惠政策。 受疫情影响的特定广发信用

卡持卡人，账单到期无法全额还款时，如果选择

最低还款，可享受最低还款费率优惠，最高 7 折。

推出最高 7折还款费率优惠

一旦信用卡逾期，持卡人不仅要承担高额罚

息，还会留下不良征信记录。 面对这种情况，持卡

人一般选择分期还款或者最低还款，以保持良好

个人征信。 以最低还款为例，目前信用卡机构的

最低还款一般是对未还金额从记账日开始收取

每天万分之五利息，直至还清为止，并且不能享

受免息待遇。

疫情之下，有不少持卡人面临无力还款的情

况。 对此，广发信用卡主动承担金融机构责任，面

向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特定人群推

出最低还款费率减免优惠政策，其基准日利率是

0.05%，也就是每万元每天收 5 元利息。 根据持卡

人的风险表现等综合情况， 广发信用卡提供 7~

9.5 折等不同力度折扣。 如果持卡人的风险表现

优良，就有机会享受最高 7 折优惠，相当于日利

率 0.035%。

助力保障良好个人征信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表示，作为信用卡行业第

一梯队品牌，广发信用卡以客户为中心，专注为

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此次推出的最

低还款费率减免优惠政策，不仅缓解持卡人还款

压力，还保障了持卡人良好个人征信。 有金融专

家表示， 持卡人在无法按时偿还全额的情况下，

选择分期还款或最低还款，以避免因账单逾期导

致征信不良的情况。 对比两种还款方式，后者的

费率优惠政策，明显比前者更具优势，一是费率

优惠可以节省资金成本，二是最低还款更具有灵

活性，持卡人不需要申请，避免了申请分期被拒

的情况，只有资信优良的持卡人才有机会参与这

一费率优惠活动。

广发信用卡倡导持卡人养成良好的还款习

惯，并以实际行动助力持卡人规范用卡，维护良

好个人征信。 还提醒消费者保持理性消费，量入

为出，切勿过度负债或陷入的债务怪圈。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企业开户需诚信，莫因小利踩红线

日前，民生银行东莞分行向信息时

报记者介绍，近年来，新型电信诈骗的

招数依然层出不穷，通过买卖个人账户

转移资金的案件比比皆是。 近期， 不

少公司账户也卷入了协助吸收诈骗资

金的漩涡中， 企业负责人或财务人员

出借账户从而获取一定费用， 不知不

觉以身试法。 近日， 民生银行东莞分

行就通过“旁敲侧击” 询问法拦截了

一起短期频繁开立公司账户案件。

据介绍， 不久前， 一名客户到民

生银行东莞分行的网点柜面办理开立

公司一般账户业务。 在系统审核过程

中， 柜台工作人员发现该公司刚于一

周前在其他银行开立了基本账户， 且

预留地址为私人住宅小区地址。 在柜

台工作人员询问客户短期频繁开户的

原因和用途时， 客户表述模糊不清且

不愿提供公司其他联系人的信息和公

司具体地址， 只说两个账户分别用于

收款和付款。 柜员工作人员表示可疑，

建议其使用一个账户进行日常结算，

最终以无法核实开户真实性为由拒绝

了客户的开户申请， 并对其进行了风

险提示。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提醒， 近期不

少单位账户涉入电信诈骗案件的案例

有上升趋势， 某些公司负责人和财务

人员收取他人好处费， 出借账户给他

人用于违法操作的行为， 既触犯法律

红线和道德底线， 为犯罪分子转移赃

款提供便利， 又会让自身沦为电信诈

骗的实施工具， 给自己带来巨大风险。

建议多了解电信诈骗案例， 提高自身

风险防范意识 ， 守住自己的“钱袋

子”。

不仅如此，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 经银

行和支付机构核实单位注册地址不存

在或虚构经营场所的单位，银行和支付

机构不得为其开户。 对于排查为严重违

法企业的， 应当在 3 个月内暂停其业

务，逐步清理。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表示，一旦被列

为失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都将面临

法律的制裁和自身的信用风险，给工作

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故企业开户需留

意，切莫因为一时的蝇头小利将自己推

向违法的边缘。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陈帅宇

新华保险15款疾病保险

新冠肺炎扩责有效期再度延续

昨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中心支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

6 月 18 日， 新华保险发布产品公告，对

《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宜家版）

》等

15 款扩展新冠肺炎责任的疾病保险产

品， 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由原公告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更好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 体现保险服务社会的责任担

当。 这是新华保险自今年 2 月 7 日公告

在 15 款疾病保险原保险责任的基础上

进行免费的新冠肺炎责任扩展，4 月 30

日延续产品扩展责任有效期公告以来，

再度将有扩责有效期延长。

根据公告，新华保险承诺，客户在

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

束之前，如被经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 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的，

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30%额外

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变。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新华保险

积极落实监管号召， 主动升级服务举

措，强化技术支持，推出线上服务，并通

过向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捐赠保险、捐赠

500 万份新冠肺炎保险、 向各地相关机

构捐款捐物等，为抗疫贡献新华力量。

新华保险总裁李全在 2019 年“亚

洲金融年会”上曾表示：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保险公司

应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回归行业发

展初心，悉心听取人民诉求，坚持全方

位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坚定不移地

推动民生发展。 根据新华保险新的发展

战略，公司将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积极

转变经营方式，打造“产品+服务”理念，

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保障服务。

据该公司最新公告， 今年 1~5 月，

新华保险实现原保费收入 790.09 亿元，

同比增长 32.11%。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宽

中国银行企业手机银行全新优化升级

让客户体验更便捷高效与安全稳定的企业移动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上新啦！ 近日，中国银行

企业手机银行全新优化升级， 转账汇

划、在线结汇、预约开户等在线服务功

能一应俱全， 助力企业财资管理轻松

“掌”握，让广大客户体验更便捷高效与

安全稳定的企业移动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介绍，中国银行

企业手机银行以企业财务高效运作管

理需求为核心，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

理念，从客户视角出发，结合5G信息技

术，全面覆盖账户管理、转账汇划、自助

结汇、存款服务、预约开户、银企对账、

回单验证、保函与单证助手八大功能，帮

助客户清晰掌握企业资金往来， 第一时间

把握商机，并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为企业

用户提供了全方位、易操作、安全可靠的移

动化金融服务。同时，中行企业手机银行

还采用生物识别技术，实现了基于指纹

识别、人脸识别的登录认证功能，配合

传统认证工具加固，进一步保障交易的

安全性和合法性，为广大企业客户提供

7×24小时在线金融服务。

据了解， 为答谢广大客户厚爱，近

日中行还推出“激情一夏，越交易月有

礼”系列活动，即日起至7月31日，每月

通过中行企业手机银行办理转账汇款

或者自助结汇的客户，即可获得抽奖资

格， 赢取最高300元企业手机银行专享

礼品，新注册企业客户更有专享的上门

贴心开户、 产品优惠套餐等一站式服

务，有兴趣的企业朋友们快去体验吧！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舜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