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期金额 ￥3000 . 00

分期期数 12期

分期费率 0 . 35%/期

每期应还金额 ￥260 . 50

每期本金 ￥250 . 00

每期手续费 ￥10 . 50

节省手续费 ￥133 . 2

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
越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
银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
益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
理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
证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
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
融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Finance 29财经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编辑：于传将 美编：顾佳泉

□记者 于传将

日前，国际知名品牌咨询公司Brand Fi-
nance发布“2018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牌100强”排
行榜，中国平安连续两年荣登榜首，蝉联全球
第一保险品牌，品牌价值由2017年的163 .24亿美
元升至2018年的261.55亿美元，大幅跃升60%。

据悉，Brand Finance此次评选主要从三个维
度评估品牌价值，包括品牌投资、品牌资产及品
牌表现，中国平安在这三个维度均表现优异。

2017年中国平安确立“金融+科技”双驱动战

略，以五大核心技术(生物识别、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为基础，旗下多家公司
推出多项科技创新服务，从客户、用户的健康、
出行、理财三大生活场景出发，用“科技创新”
和“服务速度”，为用户提供智能化服务和极致
化体验。例如，平安产险全球业内首推“510城
市极速现场查勘”及“一键包办”服务，全国地
市级以上城市的平安客户，如日间发生需现
场查勘的交通事故，可在5-10分钟内享受理赔
全流程包办的体验；平安人寿推出“AI客服”服
务，智能识别客户及需求，在线办理理赔申请、
保单信息确认和受益人变更等保险服务，有
效解决传统寿险业务上认证慢、理赔慢等痛
点。2017年，中国平安的NPS(客户净推荐值)较
2014年推出时提升了28个百分点，达到36%。

得益于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创新科技的应
用，中国平安多年来保持着快速、健康的发展。
过去15年，中国平安的总资产、总营收、净利润
保持近30%复合增长率；市值和品牌居全球保
险集团第一位，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其战略和
业务价值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中国平安积极响应中央精准扶
贫号召，积极回馈社会、建设国家。在成立30周
年之际，中国平安启动了总扶贫投入为100亿
元的“三村工程”扶贫战略，面向“村官、村医、
村教”三个方向，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
育扶贫，助力中国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和

美丽乡村的建设。
主办机构认为，在全球经济压力下，保险

板块的竞争非常激烈，必须通过创新推动企
业发展，中国平安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尽
管面对着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但中国作为
平安所处的核心市场，较其他领先品牌所处
的美国和西欧市场更具活力。同时，中国平安
在核心业务增长、交叉销售等方面取得了极
大的成功。此外，中国平安对品牌发展和策略
制定高度重视，是中国金融机构当中首家应
用净推荐值(NPS)模型跟踪客户回馈和品牌忠
诚度的公司。Brand Finance首席执行官David
Haigh表示，“今年平安庆祝成立30周年，不断
增长的市场份额和卓越的财务业绩，足证其
稳健及雄厚的实力。”

中国平安表示，30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离不
开社会、股东、客户的大力支持。在成立30周年
之际，中国平安将围绕“三十，更懂你”，以“懂
感恩、助未来”为核心主题展开多项回馈社会
和客户的活动，并积极推进“三村工程”扶贫建
设，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在智能科技时代，平
安将在“金融+科技”战略指引下，持续加强金
融科技、医疗科技等方面的创新，积极参与智
慧城市建设，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国民
生活更美好。

因春节休假原因，2月份股

市交易时间仅有14个交易日，
而正因交易日的减少使得当月
大宗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出现明
显缩水，环比下降了53 . 42%。

虽然2月整体成交规模缩
水明显，但仍有不少白马蓝筹
股成交金额不菲。如2017年以
来涨幅几近翻倍的中国平安
(601318)6笔交易就累计成交金
额高达33 . 19亿元，特别是2月27
日一天就发生了4笔合计20 . 52
亿元的交易。从当天买卖席位
看，这几笔交易均发生在机构
专用席位上。

除中国平安外，2月份累计
成交金额同样超过10亿元的还
有青岛海尔(600690)。2月8日晚
间，青岛海尔发布了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公告，公司接到股
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通知，
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对青岛
海尔进行增持。

观察2月份机构通过大宗
交易进行买卖的公司，可以发
现名单重合率颇高者多为白
马蓝筹公司。除了前述的中国
平安和青岛海尔外，美的集团
(000333)月内也发生了7笔大宗
交易。从买入席位看，其中有3
笔被机构专用席位接盘，但如
果从卖出席位看，则7笔也全部
来自于机构专用席位。

分析认为，2017年的A股
市场“二八”分化甚至“一九”
分化明显，价值投资已经逐渐
成为市场的主流，类似贵州茅
台(600519)、万科A(000002)、海
康威视(002415)等大白马股不
仅受到国内机构的增持，甚至
也受到海外资金的青睐。如观
察2017年以来的沪深港通活跃
股中，这几只个股也均赫然位
居前列。 于传将

机构扎堆白马蓝筹

中国平安蝉联Brand Finance全球第一保险品牌

信用卡的那些坑，你中招了吗？
□记者 于传将

信用卡在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快捷的同
时，还可享消费折扣优惠，以及最长60天的
免息福利。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很多信用
卡也设计了重重使用陷阱。本期我们来盘点
一下信用卡的套路，防止大家薅银行的羊毛
不成反被银行薅。
1、激活坑

有时候我们随意申请了信用卡，没有激
活就放置不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信用卡
即使不激活也会产生年费，如果你不交年
费，就会给自己的征信留下污点，同时欠息
还一直在滚。

如果遇到信用卡未激活产生年费的情
况，甚至影响到征信的话，一定要及时和银
行交涉，这种无意的征信记录是可以申请撤
销的。
2、分期坑

大家都被信用卡的免息期吸引了，却不
曾想银行的利润从何而来？任性刷刷刷，到
了还款期，总有剁手族还不起钱的，那怎么
办呢？只有账单分期了，你分期的手续费就
是银行的利润。

手续费费率优惠是银行的惯用话术，但
是打折的分期不是3期也不是6期，一般是12
期以上才会打折，因为分期数越长，银行的
利润就越高。

我们以交通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分期为
例，我们将3000元分成12期，费率享受4 . 9折
优惠后的手续费为每期10 . 5元。

那么我们总共应还的手续费是10 . 5×12
=126元，这个年化利率是多少呢？

银行宣传单上是这么算的：126/3000*
100%=4 . 2%。好像还不错啊，但利率真的才

4 . 2%吗？
银行这么计算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这

3000元从年头借到年尾了？可是我们每期都
在还本金，到了最后一期的本金只剩下250
元了，手续费还是10 . 5元，相当于年化利率
50 . 4%。

以下是各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及对应的
实际年利率，仅供参考：

由此可见，一旦开始了账单分期，你就
成了卡奴，一年到头都为银行打工了，建议
大家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还款能力的消费。
3、最低还款坑

有没有比账单分期更坑的呢？分段计息
算一个。

这个算式大家可能不容易看懂，我来解

释一下：
8000×12(这里是从消费日20号到还款

日前一天，这12天的免息就没了，按万5来计
息)*0 . 0005+(8000-800)*15(从还款日到还完
日这15天，也按万5计息)*0 . 0005=102元。

如果没有这个算式，我们可能以为未还款
部分7200元，就只是在还款日以后，按万5的
贷款利息算。其实呢，还有消费日到还款日
这期间的消费利息也要计算，所以大家一定
要注意这个坑，这个叫分段计息。

分段计息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款日只
还了部分款项，那么从消费日到还款日，仍
按全款计息，但是还款日后，将按未还清部
分计息。
4、全额罚息

有没有比分段计息更坑的呢？全额罚息
算一个。

先看一段新闻：李先生用某银行信用卡
消费一万八千余元，但有69元未还清，然而
10天之后，竟然产生了300余元的利息。在多
次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后，李先生才知道，银
行收取信用卡逾期利息的方式是以当月账
单的总额来计算，而不是以未清还部分的金
额来计算，这叫全额罚息。

全额罚息是信用卡的一种计息方式，是
指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未能还清全部欠款，
就要对全部消费金额进行计息，也就是从消
费之日起到还清全款日为止，按每日万分之
五的利息计算循环利息。

不过，好在不少银行开通了容时容差的
业务，能为持卡人提供1-3天的还款宽限期。
5、取现手续费

信用卡和储蓄卡的不同之处在于，信用
卡的存款不但没有利息收益，而且如果你要
取现的话，还要收取手续费。

对于不小心多存进去的溢交款，不建议
取现，放里面等下期还款吧。
6、还清逾期款后销卡

万一信用卡出现了逾期，在还清逾期欠
款后，千万不要一气之下就把卡注销了。因
为信用卡的还款信息会被央行征信系统滚
动记录24个月，也就是信用卡逾期还款产生
的不良信用记录会在征信系统里保存两年。

如果用卡终止，对应的记录也不再滚
动，而是长时间被保存下来。因此，信用卡发
生逾期还款后，最好不要还清欠款后立即注
销信用卡，而应该坚持再用卡两年以上，且
保持期间的信用良好，这样就能靠滚动记录
把不良记录从征信系统里消除。

Brand Finance“2018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牌100强”

排行榜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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