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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信用卡“死卡”风险
于 泳

▲ 从商业银行信用卡

业务和个人消费信用贷款

业务，到消费金融公司和

互联网金融机构，目前我

国消费金融领域已形成多

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体系

▲ 消费金融市场，产

品服务各有所长，借款人

在选择机构时，应分析各

自特征，并结合自身资信

状况、价格偏好综合考量

消费金融，群雄逐鹿谁靠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子源

中国人民银行9月7日发布的《2017年第

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第二

季度末，全国银行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58.28亿

张，同比增长8.82%；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

发卡数量共计5.20亿张，同比增长9.82%。全

国人均持有银行卡4.59张，其中人均持有信用

卡0.34张。

从人均信用卡数量来看，我国信用卡领域

仍是蓝海，特别是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人

们刷卡支付的几率虽然在降低，但是信用卡支

付在所有支付方式中的比重却在逐年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半年

报显示，招商银行信用卡发卡发卡总量为8812

万张，流通5192万张；浦发银行信用卡总量为

3462.74万张，流通卡为2243.73万张，计算下来

招行约有死卡3620万张，死卡率达到41%；浦发

银行死卡数约为1219.01万张，死卡率达到35%。

银行信用卡业务的收入主要由年费、分期

手续费、商户回佣、逾期利息等构成，不过这些

收入的基础都是活跃卡。也就是说，一家银行

的活跃信用卡数量越高，信用卡对应收益才会

高。因此，银行会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来刺激用

户使用信用卡，这是出现各种层出不穷的积分

兑换、刷卡返现活动的主要原因。

对银行而言，发卡量虽然只是个基数，但基

数大了，信用卡活跃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所带

来的收益可能会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各家

银行在办卡促销时总是会对新用户特别“慷

慨”，又是送礼，又是返现，意在尽可能地圈得粉

丝。许多人或是对办卡时送的小礼物一见倾

心，或是被银行推荐的信用卡权益吸引，不知不

觉之间就申请了好几张信用卡。等办下来的信

用卡到了自己手里，又不一定马上使用，就产生

了“死卡”。还有的持卡人信用卡到期后，虽然

收到新卡，但因为银行促销活动不给力，缺少了

用卡动力，没有重新激活卡片，也产生了一定量

的死卡。

对持卡人而言，卡片多一张少一张似乎没

有多大关系，但事实上信用卡数量过多，无论对

持卡人还是对银行都存在不少风险。

首先，信用卡一旦通过审核，不论激活与

否，都会出现在个人征信报告上。个人的持卡

总数、授信总额度都会相应变化。一旦持卡数

量及授信额度过高，将会影响银行的资信审核，

当再次申办信用卡时，很容易在额度上受到影

响。另外，如果持有多张未激活的信用卡，再次

申请信用卡时，银行可能会认为你并非真正需

要信用卡，被拒绝概率也大大提高。

其次，虽然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规定，信用卡

不激活银行不得收取年费。但是如果持卡人在

申请时不仔细辨认条款中的规定，授权银行在

账户中自动扣除费用，还是有可能产生年费。

同时，定制信用卡、特殊材质卡片因为制作工艺

复杂，制卡后无论持卡人是否激活卡片，都会收

取费用。费用产生后，持卡人如果把卡片束之

高阁，有可能产生额外利息，也会给个人信用记

录留下污点。这样不仅“薅”不到银行羊毛，还

被银行“反薅”的情况，对持卡人来说实在是得

不偿失。

再次，对银行而言，信用卡的授信总额度是

有限制的。如果已经授信的额度没能得到充分

使用，势必会影响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此，

有的银行甚至会将一定时间内不使用的信用卡

的额度降低。由此可见，大量“死卡”对银行而

言，也是一个非常头疼且急待解决的问题。

临近“十一”长假，旅游保险逐渐热了起
来。携程旅游日前发布的《2017十一黄金周旅
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十一”期间，将有
超过6亿人次国内游，超600万人次出境游，届
时国内、海外热门目的地又将游人扎堆。
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每逢假

期朋友、家人、同学等相约出门游玩，早已成
为很多人的选择。与此同时，人们的安全意
识也愈发强烈，多数游客会买份保险为自己
和家人添份保障，降低损失。那么，外出旅游
究竟该怎么买保险呢？
旅游保险一般指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意

外伤害险这两种。旅行社责任险是承保旅行
社安排的行程范围内的责任，具体是指因为
旅行社疏忽、过失所导致的损害发生，游客便
可获得赔偿。根据国家旅游局规定，正规旅
行社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游客一旦参加
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就可享有该项保险
的权益。
对于旅游意外险，旅行社只是向游客推

荐，并不强制购买。旅游意外险是针对旅游

出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包括为意外
伤害、意外医疗、航班延误、行李证件损失等
提供保险保障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保险系副教授何林表示：

“外出游玩之前，买一份合适的保险能够很大
程度上帮助游客降低风险损失，特别对于一些
背包客、爱好自由行或喜欢极限运动的游客来
说，购买保险会让出行多一份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越来越多人选择出

境旅游，而境外旅游保险能够对投保人在境
外旅游期间，发生人身意外伤害、财物损失，
提供医疗费用补偿、紧急境外救援、旅行延误
补偿、托运行李损失补偿、银行卡支票盗抢保
险、家庭财产保险等保险保障。一旦遇险，紧
急医疗救援服务就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同样，如果游客在外遗失钱包、护照，或者丢
失行李等，也可以致电7×24小时救援热线，
部分国际保险集团还可提供汉语服务。
据了解，不同国家对游客是否购买境外

旅游保险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目前国内
游客在申请一些欧洲国家出境游签证（如申

根签证）时，使馆要求游客需出示境外旅游保
险证明，以此作为签发签证的基本前提。而
且，例如申根签国家还规定游客购买的境外
旅游保险，要包含境外医疗的险种，保额不得
低于3万欧元，即3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与此同时，不少国家还规定保险保障日

期要在旅行日期上前后各延长2天。“为了使
签证办理得更加顺利，游客在购买境外旅游
险时，一定要根据所去国家的规定，购买保障
范围、保障额度以及保障日期符合标准的保
险产品；另外，最好选择提供医疗保障和紧急
救援双重保障的保险。”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部经理说。
保险专家提醒投保人，一定要选择正规

渠道购买适用自己的保险。首先，注意查看
保险条款中是否承保蹦极、潜水、冲浪等高危
极限运动，认真阅读免责条款；其次，如果投
保人出境游，要根据所到国家的要求，选择符
合规定的保险产品。另外，消费者还应仔细
了解境外救援公司在全世界的机构网点情
况，以及在旅游目的地的服务水平等。

▲ 旅游保险一般指旅

行社责任险和旅游意外伤害

险两种。旅行社责任险是指

因为旅行社疏忽、过失所导

致的损害发生，游客可获得

赔偿；对于旅游意外险，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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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购买

▲ 不同国家对游客是

否购买境外旅游保险有不

同的要求。消费者应选择正

规渠道购买适用自己的保

险，并仔细查看保险条款和

免责条款；消费者出境游则

需要根据所到国家的要求，

选择符合规定的保险产品

旅游险，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本报记者 李晨阳

近期，多家消费金融公司2017年半年
报见喜，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均出现大幅
增长。一时间，消费金融再次站上风口，引
发市场想象。
实际上，消费金融服务并不局限于消

费金融公司。目前，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
机构均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
金融供给体系。
那么，当你有消费信贷需求时，应如何

在上述机构中做出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
素？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建议借款人“三
看”，一是看机构，判断自己的信用等级能
否达到该机构的授信门槛；二是看资金价
格，结合贷款利率和期限综合考量；三是看
消费场景以及增值服务。

四种类别需看清

想做个微整形变美，但初入职场收入
有限，又不想找父母支援怎么办？家住北
京朝阳区的蔡琪就选择了贷款。
“我是单眼皮，感觉没什么精气神，想

做个眼部微整形，从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借
了1万元信用贷款，1年期，年利率5.22%，
等额本息，一个月还857元。”她说。
蔡琪的这一需求，正是消费金融的定

位——房贷、车贷之外的日常消费，如教育
培训、旅行、装修、美容、购物等。
对于部分年长的群体来说，“贷款消费”

等同于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是一件较难接
受的事情，但对于像蔡琪这样的“90后”来
说，贷款消费更多是出于流动性考量。
“借钱消费能够减少对我原有资金的

大额集中占用，获得了流动性。此外，既有
资金可以继续投资理财，如果其收益能够
覆盖借钱的成本，还相当于赚取了差额收
益。”蔡琪说。
伴随着上述观念的兴起与发展，近年

来消费金融已成长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
“风口”。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曾表示，预
计到2020年消费金融规模将突破8万亿
元，每年获客增长率超过20%。

目前，消费金融领域逐渐呈现出“群雄
逐鹿”格局。从参与机构看，具体可分为四
个层次。
第一层是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这

也是最早的消费金融产品，其突出特点是
不能支取现金，资金流向从消费者账户到
商家账户“点对点”，资金用途明确，覆盖人
群广泛。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末，该行信用卡发卡量已近1.3亿张，较5年
前增长了75%，稳居全球第一大发卡银行
地位，2012年以来客户使用工行信用卡支
付的消费金额已累计达到11万亿元。
第二层是商业银行近两年快速兴起的

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业务，优势是利率水平
相对较低，额度较高，纯信用贷款，无需抵
押担保，从申请到放款全部线上完成，效率
较高。
第三层是消费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

非银机构。从2009年开始，我国陆续在北
京、天津、上海、成都开展了首批消费金融
公司试点，2013年又新增了12个试点城
市，2015年试点正式扩大至全国。
第四层是互联网金融机构，以蚂蚁金

服“花呗”和京东金融“白条”最为典型，前
者脱胎于淘宝电商平台，后者则借助京东
商城平台，都是在购物结算场景中嵌入分
期付款的借贷业务。

定位差异要分清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种类别的机构
定位各异，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体系。因此，借款人在选择机构时，
应分析各自特征，并结合自身资信状况、价
格偏好综合考量。
门槛相对较高，这是商业银行信用卡业

务、个人消费信用贷款的普遍特征。出于风
险管控目的，多数银行采取“白名单”客户模
式，即只有符合该行授信门槛、相关信用记
录优良的客户才有资格申请贷款。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某股份制银

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银行对客户的授信依据仍凭借客户在该行
的过往资金流水、借款记录等数据信息，如
果客户资质优良但没有与该行发生过借贷
关系，这名客户仍很难被列入白名单。
为此，拓展数据维度成为必然。据悉，

工行正在探索引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数据、
社保、税务、公积金等行外可证实收入信息，
将现有白名单客户数量扩大至亿级。截至
今年6月末，符合办理该行个人消费信用贷
款条件的用户量已超过1.11亿人，授信总额
5.4万亿元，累计放款624亿元。
即便如此，商业银行仍存在无法覆盖

的人群，尤其是缺乏银行借贷记录的中低
收入年轻群体。如何补位？消费金融公司
应运而生。
“‘小额、短期、分散’是消费金融公司需

要坚持的原则。”中国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实践看，消费金融公司的户均贷款多
在1万元以下，贷款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
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章杨清表

示，目前公司用户涵盖了传统银行业务覆
盖不到的低学历、中低收入年轻人群，其中
大专及以下学历客户占比72%，34岁以下
客户占比83%。
“相应地，消费金融公司放款的价格也

比银行高，通常为日息万分之五。”银监会
负责人表示，按照监管规则，消费金融公司
的风险容忍度相对较高，在开展风险定价
时确保能全面覆盖风险即可，其中包含资
金成本、风险成本、资本回报要求、市场价
格等因素。

辨别风险不可少

相较于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
网金融机构则胜在“依消费场景而生”和增
值服务。
以京东白条为例，它在京东商城的购

物结算场景中嵌入分期付款的借贷业务，
消费者若选择“打白条”，可以最长赊账30
天，即免息延后30天付款，或者最长24期

的分期付款。
“场景为王”已在业内成为共识。为

此，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也在加快打造
“场景细分产品”。

其中，招商银行已将支付方式接入滴
滴出行平台。同时，该行将“掌上生活
App”作为信用卡线上经营的重要入口，集
合餐饮、观影、商城、机票、酒店、海外购物
等平台，把消费信贷产品嵌入其中。截至
目前，该APP绑定用户数已超过4000万。
消费金融公司则借助股东客户资源拓

展场景。例如，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将消费
分期业务与母公司招行、中国联通的线上
线下多个商圈打通，与中国联通联合推出
“分期购合约机”，用户可申请零首付免息
分期购买联通合约机。
然而，不断拓展的“场景”也被一些不

法分子盯上，借机实施诈骗，借款人对此需
高度警惕。公安机关近期接到部分淘宝用
户举报，“卖家”以退款为由，诱骗用户在网
络借贷平台上借款。
首先，不法分子冒充淘宝“卖家”与消

费者联系，称此前发货质量不好需回收，现
要向消费者退款120元。然后，不法分子
将网络借贷平台的链接发给消费者，引诱
其填写一系列身份信息和相应的金额，如
1000元，提交后消费者随即收到金额到账
的提示，实际上这并非退款，而是网贷平台
的借款。最后，不法分子让消费者将多余
的880元转账给自己，随即消失，留下“被
负债”1000元的消费者。
与这一手法类似，一些不法分子还盯上

了消费金融公司，利用伪基站生成官方客服
电话、假扮客服人员，让借款人将还款打至
其个人账户。为此，多家消费金融公司均发
布公告，称接收还款均为公司账户，借款人
不要轻信不明渠道提供的还款方式。
“由于消费金融公司直接面向个人，尤

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这部分客户往往缺乏
金融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中国银监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监管要求，消费金融公
司应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业务办理中
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充分履行告知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