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理财 2011年9月1日 星期四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张郁文B06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打个电话2万额度变3万

“今年中秋节，想给父母买台按摩
椅，给女朋友买台她‘研究’已久的单反
相机，不知道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够不够
用。” 从事教育行业的张强想知道银行
能否提高自己的信用额度。

“如果持卡人有要求，银行信用卡中
心可以根据持卡人的信用等级临时提
高一定的额度。” 芙蓉路上一家国有银
行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 据她介绍，最
近询问此项业务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8月31日，记者致电工行、中行、招
行等客服电话了解到，持卡人可以通过
电话银行或者去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申
请。

昨日，在松桂园附近上班的王英拨
通所持信用卡银行的客服电话，申请将

原来2万元的额度临时上调为3万元。不
久之后，她就收到了银行的短信，告知
额度已经提高。

但是并非每个持卡人都能如愿以
偿。“你想提高到多少额度都可以，但是
能否通过，要根据持卡人对信用卡的使
用情况、 以及系统提供信用评分来确
定。”工商银行的客服人员表示。

延期还款，要收5%的超限费
额度提高，刷卡“喜刷刷”，可得当

心要支付5%的超限费。
“额度调高之后， 要记得及时还

款。”工商银行的客服人员提醒说。据她
介绍，工行信用卡临时提高额度一般只
有1个月，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段还款，
超出部分要收取5%的超限费。

该客服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

果一张可透支2万元的信用卡临时将额
度调高为3万元，期限是1个月。期限到
后，信用卡的额度恢复成2万元。若此时
之前刷掉的3万元未还款， 银行将对临
时调高的1万元收取5%的超限费。

不过， 记者从多家银行信用卡中
心了解到， 临时额度的上调期限各不
相同，有的银行是一个月，有的是两个
月。

对于超限费的收取，各家银行的规
定也不尽相同， 有的银行则相对较松、
甚至不收。建设银行的客服人员告诉记
者，只要将超出的部分在一两天之内尽
快还上，一般不会收取超限费。

此外， 招商银行的客服人员表示，
该行没有“超限费”一说，只要在每个月
规定的还款日之前将款项还上，就不会
收取任何费用。

今年32岁的邓飞（化名）在长沙一
家机械企业上班，月薪7000元，至今还
是单身。邓飞之前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
上班，迫于上海的生活压力，今年4月份
回到长沙。

目前， 邓飞有16万元左右的积蓄。
“没有进行任何投资，没有炒股、没有买
商业保险，也没有买基金，资金都存在
银行。” 邓飞每个月的开销主要花在吃
饭、应酬、买日常用品上；报了一个英语

学习班，每月400元左右；平时偶尔和同
事出去旅游，此处的花销并不是太大。

“工作一直较忙，没有精力去关注股
票等投资方式， 并且自己对这个一点也
不懂， 我怕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了。”邓
飞说。

目前邓飞想在长沙买套房子， 然后
再存一点结婚储备金， 还希望在一两年
内添置一辆车。

■记者 侯小娟实习生 虞纵横 杨唯汀

“喜刷刷”别过头，小心5%的超限费

本报讯 尽管A股市场似跌势未止，
指数基金发行却日益密集。富国9月9日
起 ， 将推出旗下又一只指数增强基
金———富国中证 500指 数增 强基 金
（LOF）。至此，近期发售的指数型基金已
经增至9只。

该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的90%， 投资于中证500成
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
产的80%。

截至2011年6月30日， 富国旗下两
只指数增强基金———天鼎中证红利、富
国沪深300分别获得了4.32%与 3.79%
的收益， 在所有指数型基金中位居前两
名。而同期沪深300指数、中证红利指数
却分别下跌了2.69%、 2.1%。“这表明主
动量化策略的确为指数基金带来了超额
收益。” 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报告表
示。

富国中证500指数拟任基金经理徐
幼华表示， 当前市场下行风险已得到释
放，估值已降到了2008年最悲观时的水
平， 投资人不妨开始关注指数型基金产
品，而中证500成份股集中的消费、新兴
产业等相关行业或将在未来的经济转型
中受益最大。 ■记者 杨斯涵

富国中证500增强
9月9日起发行

本报讯 农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近
日通过大额支付系统成功为长沙中联重
科向香港支付预付货款13.5万元人民
币。 这是湖南省8月23日启动跨境人民
币结算试点以来第一笔采用清算行模式
的跨境人民币交易， 这也是湖南农行的
第一笔成功交易。

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大额支付系统
在2011年8月26日实现与香港银行系统
对接， 农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在第一时
间做出反应， 并使用该系统办理了第一
笔业务。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是国家实
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对
于外贸企业而言， 其有利于企业规避汇
率风险，精简流程环节，进而降低交易成
本，提高效率。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员 石兴国

省农行成功办理首笔
跨境人民币交易业务

本报讯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
基金日前正式获得了证监会的批准，将
于近日开始发行。

据了解， 与银华基金此前推出的银
华深证100和银华中证等权重90指数分
级基金不同， 银华消费主题股票型基金
是银华旗下首只采取主动选股与量化投
资相结合的基金， 实现主动管理与被动
投资的结合， 有利于基金获得持续稳定
的投资回报。

据资料显示，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基
金主要投资于大消费行业中具有持续增
长潜力的优质上市公司， 力争实现基金
资产的中长期稳定增值。 基金的投资组
合比例为，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
为60%-95%，其中投资于大消费行业上
市公司股票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权证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
值的0-3%;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5%。 ■记者 杨斯涵

银华消费
主题分级基金获批

积蓄16万，如何在长沙买车买房
理财师：先购小房，合理组合投资比例

邓飞有积蓄16万，未
做任何投资， 亦无债务负
担，月收入7000元。财务问
题主要是投资经验缺乏，财
务安全性存在一定风险。他
的理财目标集中在买房方
面。

对于邓飞来说，买房确
实是头等大事，毕竟未来的
结婚成家都需要置业。目
前， 以长沙的房价而言，建
议邓飞先购买一套70平方
米左右的小户型房作为过
渡，未来可以再根据经济实
力的发展考虑换大房。

1、 建议应急准备金。 邓飞目前单
身，没有其他负担，风险承受能力相对
强，所以建议邓飞先提取三个月左右的
生活费作为应急准备金，这笔钱可以在
失业或突发疾病时应急使用，但事后应
立即补充齐备。应急准备金以活期或者
其它现金类理财产品为宜。

2、 建立支付结算账户和投资理财
账户来控制支出。支出结算账户，是用
制定预算的方式控制消费总额，每个月
往这个账户上存一定数量的钱，所有的
支出从这个账户支出， 如果花费超支，
就立即采用措施控制。 投资理财账户，
则通过基金定投来参与资本市场的成
长成果。 建议邓飞每月用工资收入的
20％用于定投，至少坚持5年，而且还应
该随着自己收入的增加适当增加基金

定投的金额。
3、建立合理投资组合比例。提高家

庭财富管理水平，为实现购房目标积累
足够资金。鉴于邓飞没有任何投资理财
经验以及他所处的生命周期，在此给出
一个典型投资组合为：低风险金融投资
产品15%（储蓄、国债、人民币理财）；中
等风险金融投资产品55%（信托、债券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外汇理财）；高风险
金融投资产品30%（股票型基金、指数型
基金、个人外汇买卖、期货等）。

4、 保险是家庭理财计划中必不可
少的风险管理工具。邓飞年保费支出为
0，低于5－15%的合理水平，越早投保，
缴费额度越低，保障越高。建议邓飞适
当购买以意外险、重大疾病险和医疗险
为主的一定保险。

信用卡临时额度看起来很美，小心超限费找上你。

中秋将至，不少持
卡族准备在中秋前疯
狂消费一把，置办在吃
团圆饭时送给家人的
礼物。如果发现信用卡
额度不够怎么办？

“只要打个电话就
能 临 时 提 高 透 支 额
度。” 某股份制银行的
大堂经理说。

■记者 侯小娟

网址：cj.voc.com.cn
QQ群：130641427
热线：0731-84329965

■【本期点评】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国际金融理财师 乔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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