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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透支利率全面
“松绑”
消费金融市场利好几何？
合理定价。灵活的定价策略也有助于银行加大信用卡
近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信
用 卡 透 支 利 率 市 场 化 改 革 的 通 知》
（以 下 简 称《通
知》）。
《通知》显示，为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的上限和
下限管理。此次政策发布以后，将会推进我国消费
金融市场根据自身成本和偏好合理定价，加大产品
创新并提供针对性的差异化服务，并丰富了信用卡
客户的选择性。对于持卡人来说，也将获得更优惠
的信用卡透支利率。

■ 朱慧之/整理

产品创新，有益于增强信用卡对年轻客户群体的吸引
力，也丰富了信用卡客户的选择性。
据董峥介绍，国内发行信用卡的商业银行超过百
家，但排名前十几位的发卡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占据

安徽交行与蔚来汽车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超过 98%的市场份额，中小银行发展空间有限。因此，
对于在信用卡行业中不占优势的中小银行而言，这或
许是一次打“翻身仗”的机会，但同时也考验着各家银
行的差异化定价能力。中小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次机
会制订有利于信用卡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参与差异
化市场竞争。对不同持卡人进行精准画像并提供差异
化服务，将成为消费金融市场的大趋势。

央行“再迈一步”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本次央行最新发布的《通知》，取消信用卡透支利
率上限和下限管理。业内资深专家表示，这是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信用卡市场逐渐成熟，
风险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当前推进信用卡利率市场化
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今年年初央行在 2021 年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健
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其实，相关推进市场利
率化的改革早已开始。早在 2016 年之前，信用卡利率
一直采用 0.05%/日（日利率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
但长期固定单一利率束缚了发卡机构信用卡资产业务
的精细化发展，也不利于满足持卡人的多样化需求。
在 2016 年 4 月，央行发布《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取消此前统一规定的信用卡透支利率标准，
实行透支利率上限、下限区间管理，上限为日利率万分
之五，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浮 30%。

部分银行暂未落实新政
差异化服务或将成为消费金融市场大趋势

信用卡利率未来走势如何
持卡人应理性关注

1 月 6 日，
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与蔚来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龚

在此次《通知》发布后，持卡人也会更关注透支利

春刚，交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俊，蔚来控股

率将呈现何种走势。金融行业专家董峥认为，未来信

有限公司副总裁曲玉，
合肥市金融局局长王俊生，
交行

用卡透支利率有一定下行空间，预计多数银行信用卡

安徽省分行副行长张屹明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利率将维持在年利率 10%～18%之间。透支利率市场

据悉，蔚来汽车于 2014 年 11 月成立，是长三角

化定价后，银行也会考虑资金成本，最终可能会逐渐形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代表企业，致力于通过提供高

成行业公认的定价范围标准，透支利率暂不会出现“断

性能的智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验，为用户创造愉

崖式”超低定价标准。

悦的生活方式。自 2020 年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以

作为持卡人而言，首先需要注意到我国信用卡免

来，双方便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对接机制。在“十四五”

息还款期最长为 60 天，部分银行信用卡免息期在 50 天

开局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凡

左右，在免息期内持卡人无需就待还金额支付利息，当

意义，标志着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根据协议，交行

持卡人无法全额还款出现逾期后，才会产生利息，即从

安徽省分行将充分发挥总部在沪、集团机构集聚长三

消费当天开始按日计息按月复利。

角的优势，在综合授信、跨境金融、产业链金融、本外

“刚用信用卡分期购买了一部手机，政策就调整
了，我是不是亏了？”合肥市民郭女士心存疑问。
专家表示，透支利率和分期费用是有区别的。此

币现金管理等方面与蔚来汽车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助
力合肥加速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
此次携手蔚来汽车，是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积极

次新政调整的是信用卡透支利率，和分期手续费不同，

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行成

不会对分期还款产生影响。目前信用卡免息还款期大

立专职服务团队，加强金融创新和产品服务集成，聚

都是 50 天～60 天，免息期后持卡人无法全额还款，才

焦安徽以“芯屏器合”为标识的新兴产业，
“ 一户一

目前 21 家主流银行中，9 家银行按日息万分之五计收

会产生利息。分期手续费则是根据分期期数收取固定

策”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方案，为区域新兴产业发

取透支利息，剩余 12 家银行均曾下调透支利率，最低

比率的手续费。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2020 年末战略新兴

据了解，对于此次放开信用卡透支利率的新政，

达到万分之三点五。
“信用卡利率管理规则的首次重大

同时持卡人还需要了解到金融机构借贷利率与民

产 业 贷 款 较 年 初 增 长 36.58% ，增 幅 居 地 方 同 业 前

变革，一定程度上为信用卡业务松绑，并为信用卡的个

间借贷利率不可混为一谈。商业银行是按照中国人民

列。下一步，该行将全力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加力

性化经营奠定了基础。但在发卡行中，多数银行信用

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并不适

服务区域实体经济，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卡透支利率依旧采用息万分之五的标准。”金融行业专

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本次《通知》还明确，披露

贡献更多力量。

家董峥说道。

信用卡透支利率时应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不得

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我国信

仅展示日利率、日还款额等。因此持卡人应通过金融

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7.66 亿张，全国

机构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查看信用卡透支利率，确保

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0.55 张。放开上下限之

充分知悉信用卡协议中以显著方式提示的信用卡透支

后，部分银行也会根据自身资金成本、风险偏好等进行

利率和计结息方式。

广发银行合肥分行
凝聚金融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 交宣

助力高质量发展，工行在行动
工行合肥分行参加省银保监局
应急贷款政策宣贯暨应急贷款精准对接会
日前，由安徽银保监局和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
办、中国工商银行合肥科技支行和合肥高新区财政局
承办的“安徽银保监局应急贷款政策宣贯暨应急贷款

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5.61 万元，在行内形成共同参与的爱心助贫氛围。同

精准对接会”在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举行。安徽省银保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紧跟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

时在 2020 年度党费预算中，分行设置了专项经费为无

监局党委委员王毅、大型银行处处长周自文，合肥高

略规划，根据集团公司、总行扶贫工作要求，以金融力

为市开城镇龙太村党总支购买相关书籍，鼓励龙太村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吕长富以及各银行相关负责人及

量助力脱贫攻坚，切实履行金融机构的使命担当。

党员、村民学习党的知识和业务技能，以扶智扶志巩固

近 30 家企业代表出席活动。工行合肥分行苑卫东行

脱贫攻坚成效。

长参会，并作为金融机构代表发言。

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一把
手”第一责任人责任制，紧抓脱贫攻坚工作进度、工作

2020 年，安徽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受

应急贷款试点工作是银行资金精准支持受疫情

质量。2018 年以来，合肥分行对帮扶点开展定期走

灾严重。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团、总分行党委履行社

影响急需融资企业的重要举措。工商银行作为国有

访、捐赠工作，分行党委班子成员按期走访帮扶贫困

会责任，彰显金融国企社会担当的要求，广发银行合肥

大行，更应体现大行担当，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头雁效

点，切实贴近帮扶村实际所需，确保集团公司、总行党

分行定向捐赠 50 万元用于帮助安徽洪灾地区重建家

应，高效推进试点工作。为此，该行将加快与客户金

委各项扶贫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充分发挥金融助力扶

园。开业 5 年来，根据总行慈善基金项目规划，合肥分

融需求的主动对接，深入实地走访名单内中小微企

贫、富民功能。

行在安庆、六安、阜阳、芜湖困难地区落地捐助工作，共

业，了解客户需求，做好政策精准支持。充分发挥该

为紧密结合集团党委、总分行党委工作要求，调

计援助希望工程多媒体课堂 10 所，希望厨房 10 所，希

行科创中心和科技支行的机构优势，明确和细化发展

动分行全体党员力量，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制定《
“党员

望工程电子图书室 6 所，援建 3 所农村学校体育运动器

目标，压实推动责任，创新开发针对中型科创企业和

爱心助贫”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分行“爱心助贫”专项

材，资助小学、初高中、大学生共计 780 余名，合计捐赠

普惠企业的产品，服务好园区内众多中小微企业的金

基金，用于定点帮扶非贫困村无为市开城镇龙太村慰

190 余万元善款，被中国青基会授予“安徽希望工程爱

融需求。完善配套政策，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同时，

问走访。2020 年党员自发捐赠“爱心助贫”专项基金

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爱心支持单位”等称号。■ 广宣

将坚持依法合规，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 龚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