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

要闻

2017 年 6 月 15 日

周刊

本版责编 汪慧

H03

建行信用卡取现额度升至 2 万元

信用卡透支取现跨入万元时代
□ 本报记者
信用卡作为老百姓日常消费“神器”，总为人们的金
融生活锦上添花。不过，平时出门难免有个山高水长需
要用钱的时候，这时信用卡取现就“雪中送炭”了。
近日，建设银行发出公告称，从今年 6 月 5 日起，该
行信用卡境内柜面渠道每卡每日透支取现限额提升至 2
万元。这是继今年 1 月 1 日起，信用卡 ATM 透支取现额
上调到每日 1 万元额度后，银行再次提升透支取现及现
金转出额度。
记者咨询了海口多家银行发现，目前多数银行信用
卡透支取现跨入万元时代。

建行取现额度提至 2 万元
记者日前从建行海南省分行获悉，2017 年 6 月 5 日
起，该行对龙卡信用卡柜面渠道每卡每日现金转出限额
由人民币 5000 元提升至人民币 20000 元，手机银行和个
人网银渠道每卡每日现金转出限额由人民币 5000 元提
升至人民币 10000 元。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不久，建行新推信用卡现金
转出功能，即将一定比例的信用额度内资金划转到建行
储蓄账户的功能，该功能最高可将信用卡额度的 50%以
内资金划转到本人本行储蓄账户（与取现共用额度），每
卡日限额 5000 元，月额度可达 5 万元。6 月 30 日之前的
推广期间，凡办理现金转出免收手续费。
从建行政策的调整，可见银行对这一领域的业务的
重视。调整政策的还包括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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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告诉记者，中信信用卡当前执行的政策是，境内每卡
ATM 单日取现限额 1 万元；在柜面单日取现限额为 10
万元，单笔取现上限为人民币 5000 元，单日取现总笔数
上限为 20 笔。
从信用卡透支取现的不同渠道来看，目前，各家银
行通过 ATM 自助柜员机进行信用卡透支取现的每日限
额均为 1 万元。而通过柜面进行透支取现，各家银行则
有所不同，不过，多数银行与 ATM 自助柜员机取现额度
相同，比如工行、中行、交行等银行柜面渠道也执行 1 万
元的透支取现额度。
也有一些银行不设置具体的额度。农业银行客服
人员介绍，该行信用卡预借现金(透支)额度采用客户级
可用取现额度(客户级额度的 50%)和卡片级可用取现额
度双重控制方式，通过柜面办理现金提取业务、通过各
类渠道办理现金转账业务，每卡每日累计金额以当前预
借现金额度为限。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银行通过 ATM 透支取现普遍
执行 1 万元标准，通过柜面透支取现则步入自主制定限
额的阶段。

去年开始历经几次上调
其实从去年开始，银行信用卡透支取现的额度已经
开始进入调整阶段，而柜面渠道透支取现金额度更是历
经几次上调。
2016 年 3 月，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对龙卡信用卡境

一，并不是所有信用卡都能直接取现
并不是所有信用卡都能直接取现，多
数银行的信用卡激活后即可通过 ATM 机
进行取现，而个别银行的信用卡需要单独
开通预借现金功能，才能使用。
二、信用卡取现是没有免息期的
信用卡取现不同于信用卡透支，其相
当于向银行预借现金，所以会被银行视为
贷款，收取相应费用。
三、信用卡额度不等同于取现额度
一般来说，信用卡取现额度只能达到
授信额度的 50%，还有些银行连 50%都不
到，只有 30%，有个别银行能够达到更高
的取现额度。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近日，邮储银行
万宁市支行小额贷款信用村在龙滚镇“菠萝之乡”——
水坡村委会正式挂牌。
自 2010 年邮储银行万宁市支行在龙滚开办信贷业
务以来，已与水坡村合作贷款业务有 7 年之久，始终坚持
“ 以 农 为 本 、服 务 三 农 ”的 宗 旨 ，根 植 农 村 面 向 三 农 。
2016 年该村菠萝种植行业放款 41 笔金额 380 万元，目前
贷款结余 36 户金额 242 万元，2010 年至今累计放款金额
达 1045 万元，其中出现过逾期 2 笔金额 17 万元，逾期金
额占放款金额比例不足 2%，诚信还款思想深入人心，村
民守信意识强，还款意愿浓，这是邮储银行万宁市支行
将“信用村”
授予水坡村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目前龙滚镇水坡村委会有农户 245 户 997
口人，菠萝种植面积达 1 万亩，菠萝种植为农民主要生活
收入来源，以前苦于没有资金种植，一些自留地只能租
给他人种植收取租金，相较于自己种植收入大幅减少。
经邮储银行万宁市支行多年贷款资金扶持，有效的解决
了村民资金需求问题，扩大了村民的种植能力和规模，
2016 年全村种植菠萝产值约 4000 万元，人均创收能力从
2010 年的 9000 元提高至 2017 年的 17000 元，人均收入水
平逐年增长，接近翻番。此次信用村的建设，将进一步
降低贷款门槛，助推菠萝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取现成本高需谨慎
不同于透支消费，信用卡取现是一项有偿服务，各
家银行对于信用卡取现执行 0.5%-2.5%不等的费率标
准。记者梳理发现，五大行的信用卡透支取现费率相对
较低，一般按照取现金额的 0.5%-1%收取，股份制银行
费率比五大行高。
同时，各家银行对于透支取现一般按取现金额的万
分之五计收利息，如透支取现 1 个月，相当于月利率为
1.5%。
银行业人士提醒，信用卡取现和个人信用记录还是
仅仅相连的，信用卡取现后，主要是后期的还款，如果按
时还款，取现是不影响信用的。但是如果没有按规定还
款，银行就会按逾期不还记入征信记录中。
“从成本角度
考虑，信用卡透支取现提额对用户来讲并非是件好事，
用户需理性消费、及时还款。”
按照人行新规，对信用卡透支利率实行上限和下限
管理，透支利率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为日利率
万分之五的 0.7 倍。持卡人可以选择透支利率最低的银
行，从而减少一笔利息支出。

取现小贴士

邮储
“信用村”
挂牌菠萝之乡

内每卡每日透支取现限额由 2000 元提升至 5000 元。在
此之前，多数银行的信用卡每卡每日透支取现额度为
2000 元。
去年 6 月，建设银行再次上调龙卡信用卡透支取现
限额，由 5000 元提升至 1 万元。此时，大部分银行仍执
行 2000 元或 5000 元的每日信用卡取现额度水平。
建行最近的一次调整是今年 4 月份发布公告，6 月
5 日起执行新的政策。而据记者了解，银行调整政策，
首先是在人行指导下进行的调整。按照今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新规，持卡人通过 ATM 等自助机具办理现金提
取业务，每卡每日累计不得超过人民币 1 万元；持卡人
通过柜面办理现金提取业务、通过各类渠道办理现金
转账业务的每卡每日限额，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通过
协议约定;发卡机构可自主确定是否提供现金充值服
务，并与持卡人协议约定每卡每日限额。发卡机构不
得将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资金划转至其他信
用卡，以及非持卡人的银行结算账户或支付账户。
而除了监管放开的因素，有业内人士指出，更重要
的是，银行对中间业务收入的垂涎。
“ 受利率市场化影
响，推动中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是银行获利的一个重要
抓手。”分期手续费、延期还款利息、现金预借等都有利
润。其中，预借现金收取的费用项更多，包括手续费和
利息。

海口农商银行
“送金融知识”
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李明镜）近年来，网络
贷款在校园内圈地跑马：贷款仅需身份证、学生证即可，
无需抵押......校园频频出现黑代理、裸贷等“校园贷”陷
阱，大学生因身陷非法“校园贷”而背负巨额欠款甚至酿
成悲剧的事件时有发生。
为了进一步教育引导在校学生增强金融风险防范
意识和金融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日前，按照海
南金融团工委的工作要求，海口农商银行在海南大学开
展“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摆放着各类关于校园“毒”贷的警示标
语。海口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为学生们派发宣传单，推
送简单易懂实用的金融小知识和风险提示，并现场指导
学生如何辨别真假纸币，向学生宣传校园“毒”贷的危
害。
海口农商银行团委副书记王倩在活动中表示，此
次“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将持续进行，海口农商银
行还将继续走进海经院、海经贸等高校，将金融知识送
到青年学子身边，强化青年学生参与“网络借贷”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这也体现了海口农商
银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关爱学子、服务地方”的责任
担当。

此外，针对如何预防“校园贷”，海口农商银行工作
人员指出，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性的消费观，
自觉抵制片面追求物质享受，抵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
费。不参与、不宣传“校园贷”等违法违规活动，学生一
旦遭遇因“校园贷”引发的被骗、被恶性追债、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等违法犯罪问题，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
长，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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