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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消费，节后还款。国庆
过完，持卡人也将陆续收到信用
卡账单。由于国庆期间消费需求
高，很多持卡人出现了临时提额
或者消费外币的情况。需要注意
的是，使用临时额度需按时全额
还款，外币还款易遗漏，最好去
银行柜台办理还款。

临时额度需按时足额还

临时额度通常需要信用卡
客户主动提出申请，银行根据持
卡人综合信用情况给出临时额
度。而临时额度一旦到期，就会
自动恢复原来的额度。

值得注意的是，临时额度并
不享受循环信用，实际刷卡额度
超过原信用额度的部分将计入
当期对账单的最低还款额，需要
在到期还款日前一次性还清。此
外， 临时额度是不能办理分期
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使用了临
时额度，就得一次性足额还清。

最低还款额需缴违约金

节假日期间由于消费金额
较大，很多市民考虑到资金压力
大， 往往会采用最低还款额还
款。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最低还
款一般为 账 单金 额的 5%或
10%，使用这种还款方式最大的
好处在于银行视同按时还款，不
会留下不良征信记录。

不过，使用最低还款额还款
需缴纳违约金，大多数银行都是

采取全额罚息的方式来计算利
息，利息较高。业内人士表示，最
低还款额还款主要适合过了还款
日一周或十天内可以全部足额还
款的用户。

如果持卡人短时间内无法
按时足额还款，最好使用账单分
期，费率会比使用最低还款额还
款较为划算。

外币还款最好去柜台

8天的假期， 很多市民都选
择了境外旅游，很可能会涉及信
用卡外币消费。

一般说来，消费者选择银联
卡在境外消费，所有外币交易都
会按实时汇率转换为人民币金
额记入人民币账户，还款人只要
按照人民币金额还款，并不需要
缴纳给银联手续费。如果是通过
非银联渠道在境外消费，回国后
持卡人需对美元账户进行还款。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持卡人
在申请自动还款账户时，一般会选
择人民币账户，而不会注意勾选外
币账户，容易出现漏还的情况。

如果持卡人不了解自己的
外币还款情况，可以到就近柜台
直接办理。如果一笔账单持卡人
想一部分用人民币还美元，另一
部分用美元还美元，那么可以先
存入美元，剩余美元再用人民币
购汇的方式还款。 这种方式，银
行工作人员建议客户最好在柜
台进行操作，以免发生未能足额
还款的情况。 ■记者 潘显璇

10月14日，15家湘股集
中公布了2017年三季度业绩
预告， 截至目前已有68家湘
股相继预告了三季报业绩，
其中61家公司预盈。 在大多
数公司才刚刚发布业绩预告
的时候， 湘股千山药机已于
12日率先发布三季报， 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135.27%。

千山药机
三季报率先出炉

千山药机三季报显示，公
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1亿
元，同比增长61.48%；归属于
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4435.74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35.27%。

公司表示， 公司药用包
装材料和智能混合捆包生产
自动线两大业务的业绩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此外， 千山药机还预告
全年净利润将大幅增长，主
要原因是智能混合捆包生产
自动线收入及子公司湖南乐
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大幅增长。

同日， 千山药机发布了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18.745亿元， 拟用于
“基于互联网的基因检测、
远程诊疗慢病精准管理与
服务平台项目”、“智能健康
监护手表和智能动态血压
计佛山产业基地项目” 以及
偿还银行贷款。

五矿资本
重组完成，预增20倍

10月9日，五矿资本发布
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2017年
1-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1.10亿， 同比变动
2069.66%。

今年1月， 公司完成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交易
完成后，中国五矿主要金融资
产成功纳入上市公司，公司直
接持有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五矿资本控股”)
100%股权， 并通过五矿资本
控 股 间 接 持 有 五 矿 证 券
99.76%股权、 五矿经易期货
99.00% 股 权 、 五 矿 信 托
78.002%股权以及其他相关
金融企业股权，公司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

7月，五矿资本控股完成
对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40%股权的收购并实现并
表， 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
资金150亿元逐步发挥作用，
导致五矿资本控股实现较大
规模盈利， 使公司2017年前
三季度经营业绩同比实现大
幅增长。

*ST华菱
要创史上最佳盈利

10月10日，*ST华菱发布
业绩预告，预计1-9月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0
亿 至 26.50亿 ， 同 比变 动
323.49%至341.74%；第三季
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亿~17亿
元， 前三季度和第三季度业
绩均比历史最优业绩大幅
增长。

公司表示， 今年第三季
度， 公司企业运营效率和竞
争力明显增强，粗钢、钢材产
量 分 别 环 比 增 长 17% 和
22%，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
华菱涟钢盈利水平大幅提
升，华菱钢管自4月份当月扭
亏并持续保持了月度盈利。

■记者 黄文成

百事通联合携程、 去哪儿
旅游实体门店落户湖南
旅游新零售方式开启

10月13日，湖南百事通国
际旅行社联合携程、去哪儿旅
游实体门店落户湖南品牌推
荐会在长沙召开 。2016年底
携程宣布与去哪儿、旅游百事
通实现产品库和系统的实时
对接，三方深入合作，共同开
展旅游新形势下的旅游新零
售。

推介会上， 携程渠道中心
商拓总经理张和平表示，“旅游
门店的发展趋势向智慧化、个
性定制化转变。 携程现在有很
多目的地成团产品、 自由行产
品等碎片化产品， 能够弥补传
统门店的对于消费者对碎片化
产品需求的不足。”携程拟打造
全中国最标准化、 品类最齐整
的旅游产品库， 并将共享大数
据平台产品库， 增加门店产品
丰富度。

湖南旅游百事通总经理陈
文嵩表示： 三大品牌门店相互
独立， 而统一的产品库为百事
通提供了更多自由行、 定制旅
游服务。借助携程的品牌优势，
3亿的携程会员也会对今后的
经营带来业务增量。

据了解， 三大品牌门店各
具特色， 携程旅游门店将重点
围绕一二线城市铺开，从形象、
产品等角度呈现出“高端品牌
店”的形象，而旅游百事通和去
哪儿门店将大力拓展二三四线
城市， 旅游百事通延续原有特
色， 以多年积累的线下运营经
验打造“实力品牌店”，去哪儿
门店则围绕年轻用户走“活力
品牌店”路线。

■记者 梁兴

千山药机出湘股首份三季报，盈利倍增

68家湘股预告三季报业绩，近九成盈利

信用卡迎还款高峰，小心这些“坑”
临时额度需一次足额还清 外币还款最好去柜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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