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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已经成为大多数
人的消费支付工具之一，而当
信用卡账单过高，无力全额偿
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先选择
分期还款信用卡，再在资金充
足的时候提前还款，也可以节
约手续费。不过，这种模式已
发生一些变化，部分银行开始
对信用卡分期提前还款收取
违约金。

据了解，自去年 12 月 1
日起，工行新增的“分期付款
提前还款违约金”服务项目已
开始收费，这意味着该行信用
卡分期提前还款告别“免费时
代”。据工行官网显示，调整
后该行信用卡分期还款的违
约金收费标准为提前还款金
额的3%或者按照协议价格收
取，对已全额收取分期付款手
续费的业务，不收取分期付款

提前还款违约金。而据银行
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工行信用
卡的分期手续费一般为“分期
收取”，如果用户提前还款，剩
下的手续费将不再收取；而那
些办理了“首期收取”模式信
用卡分期的用户，收取的手续
费将不再退还。

“除了工商银行外，大多
数银行规定，如果持卡人提前
还款，须一次性支付剩余的所
有各期本金及手续费。”市民
武女士表示，现在连工商银行
也加入收费大军，信用卡分期
提前还款可谓是告别“免费时
代”。

虽然很多市民对信用卡
分期付款提前还款的行为表
示不理解，不过在业内人士看
来，信用卡分期提前还款收取
违约金不是怪事，信用卡分期
提 前 还 款 收 费 已 是 大 势 所
趋。此前，就有不少银行已经

取消了信用卡分期提前还
款免收剩余手续费

这一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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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分期提前还款
告别“免费时代”

迷你基金迷你基金迷你基金迷你基金 的出现是必然现象
公募基金市场优胜劣汰，业内人士称

新年伊始，公募基金业翻开
了新的一页，但对于规模跌破
5000 万元清盘线的迷你基金来
说，却不得不戴着清盘“预警”的
帽子，在新一年中艰难度日。最
新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基
金产品被称为“迷你基金”，但是

“迷你基金”距离其清盘还有一定
的距离。根据相关法规，在开放
式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
若连续 60 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或者连续 60 日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达不到 200 人
的，则基金管理人在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后有权宣布该基金终止。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计多达 2243 只

（份额分开计算）基金规模低于
5000万元，面临濒临清盘的命运。

“迷你基金”规模增大

受到市场影响，不少基金净
值下跌，同时也有不少投资者选
择赎回浮亏的产品，导致基金整
体规模下降，迷你基金数量较去
年激增。为了保证迷你基金不
触碰被动清盘的红线，很多基金
公司针对小微基金绞尽脑汁做
营销，也有基金公司在当下选择

“放手”，一次性清盘了好几只迷
你基金。

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初，

彼时公募基金市场中，规模不足
5000 万 元 的 迷 你 基 金 还 仅 有
400 只，截至 2018 年末，这一数
据已扩容至 2243 只，是年初的
5.6 倍 。 具 体 来 看 ，规 模 低 于
1000万元的产品就已超千只，达
到 1062 只 ，占 总 数 量 的
47.3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
品中不乏规模仅剩万余元者，如
信诚稳健 A、海富通欣享混合
等，截至 2018 年末，规模分别仅
有 5.26 万元和 8.47 万元。另外，
超 2000 只迷你基金中，混合型
基金成为迷你重灾区。

有业内人士分析，出现这一
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市场的震荡导致基金净值下跌，
规模也相应出现萎缩。实际上，
受到这一因素影响的基金以偏
股型基金为主。我市某券商负
责人表示，“迷你基金”数量增多
是公募基金市场优胜劣汰的必
然结果。基金发行注册制预示
着 基 金 产 品 的“ 诞 生 ”不 再 受
限。在此环境下，市场上发行的
基金数量必然增多，当投资者对
基金的投资兴趣增长速度低于
数量的增长速度时，小微规模基
金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现象。

大规模基金清盘恐将延续

“这些 2018 年末规模不足

5000 万元的产品，在 2019 年遭
遇清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新
的一年里还将有大批新基金涌
入市场，进一步挤压迷你基金的
生存空间，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提
升业绩获得规模增量，恐很难继
续维持，况且迷你基金坚持运作
对基金公司来说也意义不大，反
而会消耗各项人力物力成本。”
我市某券商基金经理坦言，在投
资者方面，这类基金除非是前期
套在里面，不然对于小规模的基
金，还是要在综合考虑后选择去
留。

对于 2019 年基金行情，基
金经理认为，2018年大规模基金
清盘的情况，今年恐还将延续。
不过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迷你基
金和产品清盘数量激增背后更
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还与基金
公司无序发行、产品同质化严重
有关。对于投资者来说，证券投
资基金是一种适合投资者长期
持有的品种，但并不意味着买了
之后就可以不管不问，也不宜像
股票一样频繁买卖。同时，投资
者不应盲目迷信基金的绝对收
益，应结合自身投资目标、风险
偏好、资金数量等因素，合理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和投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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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消 费 水 平 的 持 续 提
升，房产、室内装修、家具电器
等家庭财产的价值也是越来越
高。有的家庭除了自住还可能
有多套房屋出租，家庭资产主
要集中在房产上已经成为了一
种都市常态。不过，这部分重
要资产一旦遭遇风险，屋主所
需支出的花费都不小。比如遭
遇火灾、爆炸、自然灾害导致房
屋主体受损，可能会造成数十
万元的损失；假设家中水管爆
裂引起的装修受损，动辄万元
起的修补重装花费也不少⋯⋯

面对这样的“受灾”场景，
可能多数人都会觉得只能自认
倒霉。这也是家财险作为一种
日常生活可能会较高几率用到
的险种却容易被很多家庭忽略
的原因。其实，通过保费亲民
的保障型家财险撑起家财“保
护伞”，是化解重大资产风险的
有效手段。

市场在售的有4种家财
险，可按需投保

目前，市场在售的家庭财
产保险主要有4种：普通型家庭
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两全保险、
投资保障型家庭财产保险、个
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

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如

果只想拥有保障功能，选择保
额相对低廉的普通保障型家财
险即可，其基本保障功能主要
针对房产本身和室内固定基本
附属设备，如果因意外事故和
大部分自然灾害造成的保障财
产损失，保险公司都会赔付。
此外，被保险人还可有针对性
地灵活附加盗抢责任、家政人
员责任、出租人责任等特约保
障。

多买多赔、保额内所有
盗抢均赔⋯⋯这些都是误
区

记者了解到，从我市投保
的情况看，不少人对家财险也
有诸多误读，如家财险多买多
赔，保了盗抢险后所有盗抢损
失都赔等。

事实上，家财险以赔偿被
保险人的实际财产损失为目
的，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如果财
产的实际损失超过保额，最多
只能按保险金额进行赔偿；若
实际损失少于保险金额，则按
实损赔偿。

如总价值 100 万元的房屋
购买了 1000 万元的家财险最
多也只能赔 100 万元，超额投
保或在多家公司重复投保并不
会带来额外的赔付。因此，投
保人在确定保险金额时，应对

房屋价值以及相关财物价值进
行客观的评判，保额一般不宜
超出所保财产的实际价值。

第二个需要提醒的，是室
内财产盗抢险。它的责任范围
是因遭受盗抢而丢失的室内财
物，包括家用电器、服装、家具
以及现金首饰等。但虽有盗抢
责任的保障，保险公司一般只
认可公安报案后的案件，且一
般丢失的现金、金银珠宝赔付
只占盗抢险总保额 10%，手机、
笔 记 本 等 便 携 设 备 占 10% ~
20%。如果家中现金、珠宝类
财物较多，建议提高室内盗抢
责任保额，同时也可适当增设
保险箱等其他防盗措施。

这些投保要点需要厘清

目前家财险产品可谓琳琅
满目，可选的附加险项目亦品
种繁多。在一般情况下，消费
者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实际用
途来选择不同的家庭财产保
障。比如，房屋自住型的家庭
可优先关注意外发生是房屋主
体、装修以及室内财产的损失
保障；房屋出租型的家庭除重
点关注室内意外财产损失外，
还可考虑附加出租人责任保险
以及租金损失险，如因房屋内
的意外事故致房东、租客租金

受损，或由于意外导致租客或
者家庭成员人身伤亡是需由房
东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
通过保险获得赔偿。

此外，房屋所处小区若治
安不佳，则可重点关注盗抢保
障；小区内有发生过水管爆裂
的，则需特别加强水管爆裂的
保障⋯⋯总而言之，建议投保
人围绕房屋所处的实际状况和
特性来具体筛选衡量。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部
分家财险产品对投保房屋的主
体性质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大
部分产品都将保障结构限定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土木结构是
不保的；又比如部分家财险仅
保障城市住宅，农村集体产权、
小产权、工厂商铺是不保的，或
者房龄超过 30 年不予承保；还

有家财险规定无人居住的房屋
不保。投保人在选择产品时应
对照房屋实际情况，确认是否
符合对应承保要求。

由于各家公司的定义和条
款都不同，因此在投保过程中
需要特别关注和比较免责条
款。比如，有些家财险包含地
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而有的
产品是免责的；有的产品对水
管破裂造成的损失只赔偿高
压、碰撞、严寒等列明原因的损
失，有的则涵盖所有“突然破
裂”时发生的损失。此外，不同
的家财险还会设定不同的免赔
额，不同产品对盗抢责任的赔
付比例及范围也有一定区别，
投保人可按自身需求及风险的
侧重点进行筛选衡量。

孙婕

化解重大资产风险，别忘了“家财”保护伞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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