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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有升有降

银行信用卡业务风控趋严

体彩大乐透派奖第 19 期

全国又开出 6 注一等奖

守号十年喜从天降

江阴 692 万大奖得主现身领奖

6 月 10 日，体彩大乐透迎来“ 9 . 9 亿元大派
奖”第 19 期开奖，第 2020048 期前区开出号码
“ 03 、 09 、 10 、 15 、 16 ”，后区开出号码
“ 07 、 09 ”。本期通过 3 .26 亿元的全国销量，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 .17 亿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 6 注一等奖。其中 4 注为
1745 万元（含 692 万元基本投注奖金+277 万元基
本投注派奖奖金+553 万元追加奖金+222 万元追
加派奖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出自湖南娄
底、广东佛山、云南红河（ 2 注）。 2 注为 692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分别落在浙江嘉兴、安徽滁
州。

对比可见，由于此次大乐透派奖活动只针对追
加投注，本期来自湖南、广东、云南的 4 注追加
头奖幸运儿，每注奖金比浙江、安徽中奖者多拿了
1053 万多元，大乐透追加投注的实惠显而易见。

据统计，本期“幸运奖”共派送 1849 万元。
二等奖开出 92 注，每注奖金为 14 . 54 万余

元；其中 5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1 . 63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6 . 17 万元。在 52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中，有 20
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 158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其中 21 注收获幸运奖。四等奖中出 887 注，单注
奖金为 3000 元，其中 224 注收获幸运奖。五等奖
中出 18225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其中 3498
注收获幸运奖。六等奖中出 27657 注，单注奖金
为 200 元，其中 5569 注收获幸运奖。七等奖中出

33885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其中 6335 注收获
幸运奖。八等奖中出 810318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其中 156799 注收获幸运奖。九等奖开出
8160481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其中 1589836 注
收获幸运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焕新” 3 元幸运
奖共送出 1484640 注。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4 .64 亿元滚存
至 6 月 13 日（周六）开奖的第 2020049 期。届
时，一等奖将继续派送 2000 万元，幸运奖派奖余
额为 9961 万元。

截至第 2020048 期，体彩大乐透 9 . 9 亿大派
奖已进行 19 期，通过 63 .92 亿元的销量，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 23 . 01 亿元；开出 229 注一等
奖，其中 137 注追加头奖享受到了派奖实惠，包
括 4 注 3600 万元封顶大奖；共有超过 7200 万人
次分享了派奖奖金。 据中国体彩网

5 月 31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
第 2020044 期开奖，开出的红球号码为 07 ，
08 ， 16 ， 17 ， 19 ， 24 ，蓝球号码为 07 。当
期双色球头奖 10 注，单注奖金为 680 万多元。

这 10 注一等奖花落 9 地，江苏彩民分享其中
1 注，被无锡江阴的一位幸运彩民收入囊中。该彩
民采用“ 11+1 ”复式投注方式，花费 924 元，中
得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30 注、四等奖 150 注、五
等奖 200 注、六等奖 81 注，共收获奖金 692 万多
元。 6 月 1 日，中奖彩民小王携妻子来领奖。

小王从苏北老家到江阴打工 10 年了，是双色
球的忠实彩民。最早购彩时，小王都是随机 10 元
或 20 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王渐渐学会看走势
图，分析冷、热号，后来干脆把家人的生日号排在
一起，排列组合成了“ 9+1 ”，这一坚持就是近
10 年。 5 月 31 号购彩时，他又觉得 6 和 24 这两
个数字很是吉利，就临时添加进去，组合成了
“ 11+1 ”，没想到真的中了巨奖。

小王说，之前这组号码中过 3000 元的奖，他

认为是守号带来的好运。当晚他查阅开奖号码，
不敢相信自己中奖了，赶回家要爱人再次核对。
“昨晚我帮着核对了好多次！晚上他辗转反侧不能
入睡，跟我商量奖金怎么花。”小王爱人笑言。

对于奖金的用途，小王表示要给爱人办一个
浪漫的婚礼，还要买套房子、再换辆车，改善生
活条件。而对于双色球，小王表示还会继续购
买，继续支持公益事业。 据江苏福彩网

感觉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特别是在我们彩友
当中，凭感觉中奖的多了，这不， 6 月 8 日上
午，赣州市 685 万大奖得主丁先生（化姓）现身
江西省福利彩票中心兑奖室兑奖。

丁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位老彩民，于他来
说，双色球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会有怎样
的惊喜。对于中大奖后的感受，他说：“我买彩票十
多年了，中过不少小奖，中大奖真是头一回！真不敢
相信这是我中的，直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

当记者问他大奖号码是如何选出来的时，丁先
生说，自己以前爱钻研走势图，每次选号都要想很
久，后来觉得中不中奖都是运气，索性就凭感觉选
号，没想到，这次运气真找上门来了。

丁先生就凭借着这张 10 元单式票，喜中 685

万大奖，“我当时就是随便选的号，没想那么
多，也没抱着要中奖的想法。”丁先生说，得知
是自己中奖，他完全不敢相信，“我当时就上网
看开奖资讯，结果看到中奖号码有三连号，想起
我买的也是这三个号码，然后我就拿出彩票仔细
核对，一个个数字看下去，发现全中！我当时脑
子一片空白，完全说不出话。”谈起自己得知中
奖的心情，丁先生眼神中还有着遮不住的兴奋。

对于这笔突如其来的大奖，丁先生向记者
说，有了这笔钱，确实可以给他减缓不少生活上
的压力，目前他也有了初步的规划，打算回去用
这笔奖金先给儿子买套房，剩下的钱再慢慢规
划。最后，丁先生还表示今后将继续购彩，一如
既往地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据江西福彩

男子购彩十多年终揽双色球 685 万
奖金给儿子买房

最近有部分媒体报道称，一些信用卡用户反映突然被银
行通知调降信用卡额度。记者就此事采访多家银行了解到，
银行不存在批量下调客户信用卡额度情况，不过，作为常态
化的风控举措之一，银行会定期对一些高风险客户进行额度
调整。

多位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和业内专家也表示，各大银行
均在不断加强全流程风险管控。除了额度调整之外，银行也
实施了更为审慎的新客户准入策略和提升催收效能。

招行信用卡中心回复记
者称，招行未对客户做批量
额度调整。该行信用卡额度
管理是伴随用卡的全生命周
期实时调整的，属于动态过
程，并非一成不变。作为常
态风控措施之一，会定期对
综合评分下降、用卡行为偏
离等存在异常情况的客户做
额度调整。

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也
表示，基于审慎经营的管理
目标，定期会对持卡客户的
风险情况进行识别，并开展
动态额度调整。

记者就额度调整一事采
访了多家银行，了解到并不
存在大面积或突然“降额”
的情况。一位银行信用卡中
心人士表示，“降额”是银
行常态化的风险管理举措。
一方面，当前各银行信用卡
业务部门对信用卡日常监管
更频繁，通过风控模型监测
到高风险客群后，都会及时

管控，采取“降额”、交易
限制等措施收紧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银行贷后催收工
作面临较大压力，因此银行
一般会通过更加积极的额度
调控等措施，管控风险。

信用卡研究人士董峥也
表示，“降额”是银行防控
信用卡业务的重要手段。
“被降额”客户中的绝大部
分都有刷卡套现等违规交
易，严重的甚至有逾期还款
行为。“有客户把信用卡额
度当成了一种追求，但实际
上信用是有尺度的，也存在
涨跌，并非只升不降”。

实际上，对于有正常资
金使用需求且信用良好的优
质客户，银行也会为其提供
多个渠道进行额度调整申
请。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于
今年5月底对部分日常用卡
习惯良好的优质持卡客户进
行了固定额度的批量上调。

●额度调整是银行常态化风控手段

●信用卡资产质量有所承压

信用卡额度调整被视为
银行加强风控的手段之一，
实际上，银行加强风控也是
大势所趋。

央行6月9日最新发布的
《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
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
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918 . 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
信贷余额的1 . 27%。对比去
年四季度的数据，截至去年
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
贷总额742 . 66亿元，占信用
卡应偿信贷余额的0 .98%。

据不完全统计，上市银

行公布的一季报中，仅招
行、交行、平安银行披露了
信用卡资产情况。截至一季
度末，招行信用卡不良率为
1 . 89%，高于去年末1 . 35%
的水平；平安银行信用卡不
良率为2 . 32%，高于去年末
1 . 66%的水平；交行信用卡
不良率为2 . 82%，较去年末
上升0 .44个百分点。

“据我的了解和观察，
一些不良是从去年延续过来
的。整体来看，这两年银行
信用卡资产质量确实有所承
压。”董峥表示。

●加强全流程风险管控

针对现状，各大银行均
在不断加强全流程风险管
控。

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广发信用卡
中心在新发卡阶段，严控高
风险客群准入，推进优质客
群发卡，不断调优资产结
构。在贷中管理方面，针对
高风险及套现交易进行实时
拦截与管控，及时收紧风险
敞口。在贷后管理方面，开
展机器人自动化催收，提升
催收效能，同时协助还款困
难的高风险客户重组债务，
提供更多的分期方案，以延
缓客户还款压力。

交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也

表示，交行及时调整和优化
风控策略，如针对外部形势
变化，2019年起交行即对信
用卡业务实施了审慎的新客
户准入策略等。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也表示，不同的银行
在信用卡业务发展的不同阶
段，其风控策略和目标制定
是不一样的，有的信用卡用
户基数庞大的银行，可能更
多考虑到用户层级和不良率
的问题，即强调风控；而对
于大多数城商行而言，当前
仍然更为强调信用卡的业务
增速。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