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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提醒

市民汪小姐最近拿到年终奖后，一直
在盘算着如何运用这笔钱，因为身上还背
有房贷，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还贷，不过她
咨询：“ 提前还贷究竟好不好？”

答：银行信贷中心工作人员秦先生对
此分析：“ 是否提前还贷因人而异，但有三
类人不宜提前还款。”他指出，此前享受七
折或八折房贷利率优惠的客户，信贷利率
的优势明显，不建议提前还贷。这部分客
户融资成本低，以后也不大可能贷到这么
低利率的贷款了。而对于使用等额本息还
款方式的借款人来说，前期还的利息比重
较大、本金比重较小。如果还款年数已接
近还款中期，现在提前还款减少不了太多
利息支出。另外，目前有稳定高收益投资
项目的贷款人，如果投资收益能够抵消贷

款利率，也不必提前还贷。提前还贷更适
合有固定资金放着不动的人。

记者 沈梦雪

开卖熊猫金币银行增多
中国金币总公司近日发布《 熊猫普制

金币授权经销商准入及退出管理办法（ 试
行）》的公告，授权经销商是指经中国金
币总公司批准，经销熊猫普制金币的独立
法人经销机构，除中国金币总公司所属国
内各子公司和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还包
括商业银行。

据记者了解，商业银行申请授权经销
商的资格条件为获得银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批准开办个人黄金交易业务资质，以
及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商业银
行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企业名称、联络地
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授权联系
人等信息；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办个
人黄金交易业务许可证等资质文件的复
印件等。

中国金币总公司在1月份与北京银行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根据协议将
本着“ 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互利互惠、共
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业务、网
络和客户资源优势，在加强贵金属产品合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服务、业
务培训、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此前中
国金币总公司已经与北京农商行、建行等
商业银行开展合作。

一家中资银行的贵金属业务部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原来只有少数商业银行开
卖熊猫金币，但随着商业银行作为授权经
销商的规定得到明确，开卖熊猫金币的商
业银行明显增多，这将迅速扩大熊猫金币
的影响力。

银行加字熊猫金银币
据记者了解，多家商业银行加字熊猫

金银币在近期频频发行，不仅发行量比普
通的熊猫金银币少，而且相比普通的熊猫
金银币突出了定制概念，普遍采用1/4盎
司金币加1盎司银币规格的套币。

例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立20周年
熊猫加字金银纪念币的发 行 量 为 金 币
30000枚和银币80000枚，招商银行成立
25周年暨上市10周年熊猫加字金银纪念
币的发行量为金币20000枚和银币30000
枚，华夏银行成立20周年熊猫加字金银
纪念币的发行量为金币10000枚和银币
50000枚。

卢工邮币卡市场的一位币商对记者
表示，银行加字熊猫金银币与普通熊猫金
银币的区别在于币面上印刷纪念性质的
文字，而熊猫图案基本与央行发行的普通
熊猫金银币相同。由于银行加字熊猫金银
币的发行量较少，因此价格升水比普通熊
猫金银币高，但是收藏价值与“ 老精稀”
金银币相比有明显的距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徐可奇 美联储周
三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不变，仍为当前
0-0.25%的水平，符合市场广泛预期。同时
预计很可能继续维持极低利率，比如失业
率仍旧维持在6.5%上方、通胀率在未来一
两年时间里较2%长期目标高出不超过0.5
个百分点，以及长期通胀预期仍旧十分稳
定等条件未发生明显改变。

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继续实施
其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
券的计划，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动用其他政
策工具，直到能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实现
就业市场前景的重大改善为止。

美联储在决议中指出，自去年12月份
会议结束后出现的各项经济状况指标显
示，美国经济成长步伐在最近数个月以来
陷入了停滞，而经济停滞的原因一方面是
因为恶劣的天气状况，一方面也是因为其
他领域的一些突发状况和暂时性的干扰
因素。然而，尽管经济出现停滞，美国就业

规模仍在继续扩大，但即便如此，失业率
仍然居高不下。

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经济复苏势并维
持物价稳定，美联储表示将会继续每月收
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资产以
及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另外，美联储还
将继续会对其所持有的已到期的国债及
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资产进行再投资。上述
措施将一同起到平抑市场长期融资利率
的效果，并对信贷市场起到支持，从而在
提升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美联储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的家
庭消费支出以及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仍在继续扩大，同时住房市场的状况
也在继续好转。此外，通胀率水平也继
续略低于美联储的长期控制目标，但可
能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长期来看，通
胀水平仍将在中期期限内保持稳定，通
胀率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在2%的
水平之下。中国银联发布春节用卡安全提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徐可奇 中国银联
昨日发布春节用卡提示，帮助持卡人了解
境内外银联卡（ 卡号以62开头，卡面有银
联标识）用卡服务新动态，更好地享受银
联卡带来的便利、实惠与安全。

在春节返乡与节后返城时，客户可以
使用“ 银联在线支付”提供的铁路、航空、
公路和海运网上购票服务，还可在全国几
乎全部的地级城市火车站及多地长途汽
车站的售票窗口或自助终端上，使用银联
卡购买车票。

银联受理网络已经延伸境外141个国
家和地区，覆盖超过1000万家商户（ POS）
和百万台取款机（ ATM）。在出境游热门
目的地，使用银联卡提取当地货币或美元
已较为便利，银联卡受理商圈也已逐步建
成，涵盖当地主要购物街区和商业中心。
美国、韩国、匈牙利、冰岛等市场的商户，
还支持银联信用卡以签名验证方式完成
交易。

另外，银联提示客户谨记安全用卡，
在商户刷卡或取款机取现输入密码时，
尽可能遮挡操作手势以防窥视，同时对

任何要求转账和索要密码的电话或短
信，以及取款机上张贴的“ 故障”、“ 升
级”等通知保持高度警惕。需提防不法
分子假冒银联名义发送诈骗短信，如收
到类似“ 全国信用卡统一全面升级，您
的信用卡即将被停用，请尽快登录! !
网站进行激活” 等短信及相关内容，请
即刻联系您的发卡银行客服咨询，或拨
打中国银联客服热线95516。

客户在网购时应谨防钓鱼网站，切忌
点击以“ 中国银联无卡支付交易平台”、

“ 中国银联公证网”、“ 银联担保平台”等
名义实施诈骗的虚假链接。在进入支付页
面后，交易应受到加密措施的保护，表现
为网页地址的前缀变为“ https://”,并且IE
浏览器右下角状态栏上显示图案等。

客户在境外使用银联卡同样需妥善
保 管 个 人 信 息 ， 并 对 取 款 机 上 写 有

“ Maintenance”、“ Out of Service”等字样
的通知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在很多国家
和地区取现流程为“ 先退卡、再吐钱”，与
境内不同，操作时请特别留意，勿忘取走
现金或卡片。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去年央行两次
降息，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从7.05%下调
至6.55%。进入今年1月后，按照惯例，绝大
多数银行开始执行新的贷款利率。虽然大
部分“ 房奴”都已受益，但有部分“ 房奴”
却发现，自己1月份的房贷还款竟然比去
年要多出一点。对此，银行人士表示，这是
银行分段计息造成的，因计算方式不同，
会出现房贷增加的现象。

1月房贷不降反升
日 前 ，“ 房 奴 ” 周 先 生 向 记 者 反

映，自己去年在北京银行申请了房贷，
100万元30年，去年2月5日首次还款时
为6686元，可是在今年1月3日收到银
行发来的短信，却发现还贷增加到了6700
多元。“ 不是都降息了，怎么我的贷款反而
还多了呢？”

而记者采访发现，与周先生遇到一样
情 况 的“ 房 奴 ” 还 不 在 少 数 。 网 友

“ ww2209”也表示，她于2009年12月开始
的银行房贷业务，以等额本金方式还款，
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今年1月份的还款额
反而增加了60元，其中还款本金并未发生

变化，是在利息上多出了60元。“ 是不是银
行弄错了？”对此，她也十分疑惑。

分段计息导致差异
针对上述情况，一家中国银行信贷风

险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是银行分段
计息造成的。“ 目前有部分银行对调息后
的利率实行‘ 分段计息’方式扣款，即以
新房贷利率执行日为限，分元旦前和元旦
后两个阶段，以新旧两种利率来计算贷款
人新一年1月份的月供。也就是说，1月份
月供中，部分利息是12月份的，按原有利
率计算，而另一部分是1月份的，就按新利
率计算。这种当月计费的算法基础为31
天，而平时的计费基数为30天，所以也就
有了房贷增加的现象。”

不过他也表示，通常情况下从2月份
开始就降下来了。“ 一般来说，扣款日越
早，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另外，每家银
行不一样，各家银行的算法也有差别。”另
外他还提醒，如果有贷款客户对自己的还
款额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持本人身
份证到贷款支行柜台打印详细的最新还
款清单，向工作人员仔细咨询。

》理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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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货币兑换 中间价（ 元）

1美元/人民币 6.2795

1港元/人民币 0.80941

100日元/人民币 6.8802

1欧元/人民币 8.5197

1英镑/人民币 9.9194

1澳元/人民币 6.5448

1加元/人民币 6.2642

如有理财需求 随时联系
电话：61933058
微博：http://t.sina.com.cn/2052994503

》咨询

银行加字熊猫
金银币频频发行，
突出了打造定制概
念。记者昨日了解
到，新发布的规定
表示经销熊猫普制
金币的独立法人经
销机构除中国金币
总公司所属国内各
子公司和中国金币
特许零售商，还包
括了商业银行。开
卖熊猫金币的商业
银行明显增多，这
将迅速扩大熊猫金
币的影响力。

本报首席记者
徐可奇

余儒文 绘

1月部分房贷月供不减反增
银行解释称分段计息所致

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0-0.25%不变

》环球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