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旗轻享卡一般条款及细则》修改公告 

尊敬的客户： 

       由于业务调整，我行将对《花旗轻享卡一般条款及细则》的条款内容进行如下主要修改： 

一、增加条款 

序号 条款名称 增加的条款 

1 《花旗轻享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则“第一段 

由于业务调整，我行将自北京时间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下线并停止提供本条款及细则

项下的自动分期功能，届时花旗轻享卡持卡人将无法使用自动分期功能，持卡人的账单将

不再适用本第一条（自动分期业务规则），但持卡人已生成的自动分期计划不受影响，仍

须适用本第一条（自动分期业务规则）的约定。 

 

二、修改条款 

序号 条款名称 现行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1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1 条

第一段 

1-花旗信用卡轻享卡（“花旗轻享卡”）项

下提供自动分期业务。“自动分期业务

“或”自动分期功能“是指，当一个账单周

期内的消费累积金额于账单日达到花旗轻享

卡的主卡持卡人（“持卡人“）设定的自动

分期预约起分金额后，该消费累积金额将按

照持卡人选择的分期期数，自动转为分期付

款，持卡人从当期账单起按月分期偿还本金

与自动分期手续费。其中： 

1-花旗信用卡轻享卡（“花旗轻享卡”）项下提供自

动分期业务。“自动分期业务”或“自动分期功能”

是指，当一个账单周期内的消费累积金额于账单日达

到花旗轻享卡的主卡持卡人（“持卡人“或“客

户”）设定的自动分期预约起分金额后，该消费累积

金额将按照持卡人选择的分期期数，自动转为分期付

款，持卡人从当期账单起按月分期偿还本金与自动分

期利息。其中： 

2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6 条 

6-“自动分期手续费率”是指持卡人因使用

自动分期业务而所需支付的手续费的费率，

此费率由花旗银行制定，具体费率详见花旗

网上银行公布的信用卡相关的费率表。持卡

人每个账单周期的自动分期，应适用自动分

期时的花旗网上银行公布的最新"自动分期

手续费率"。每一笔自动分期所适用的手续

费将一直适用至分期结束。根据持卡人的信

用状况、风险状况、用卡情况等，银行保留

调整适用于持卡人的手续费率的权利。 

6-“自动分期年化利率”是指持卡人因使用自动分期

业务适用的利率，每一笔自动分期所适用的年化利率

将一直适用至分期结束。根据持卡人的信用状况、风

险状况、用卡情况等，花旗银行保留调整适用于持卡

人的年化利率的权利。 

3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7-自动分期的“每期应付分期金额”以每期

账单所示金额为准。其中自动分期手续费总

7-自动分期的“每期应还分期金额”以每期账单所示

金额为准。每期应还款额按照等额本息的方式计算。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7 条 

额= (自动分期手续费率*自动分期本金金额

*自动分期期数) 。我行按照“分期手续费

率”收取手续费总额，同时告知持卡人依据

“分期手续费率”折算成的相应的“有效年

化费率”。有效年化费率是以对借款人收取

的手续费与其实际占用的本金的比例，采用

单利方式折算得出的年费用率。以 24 期为

例，每期 0%-1%的月手续费率对应 0%-

21.57%的有效年化费率。除最后一期以

外，每期分期本金金额及手续费皆四舍五入

至分位，四舍五入后的差额在最后一期进行

调整。 

除最后一期外，每期应还本金金额及利息皆四舍五入

至分位，四舍五入后的差额在最后一期进行调整。 

标准年化利率（单利） 

分期期数 6 期 12 期 18 期 24 期 

自动分期 16.27% 15.16% 15.36% 13.27% 

 

注： 

*轻享卡的计息标准将在标准年化利率（单利）的基础

上，根据持卡人的资信情况、用卡情况及风险水平进

行调整，实际年化利率以持卡人申请业务时银行办理

渠道告知为准。 

*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的年化内含报酬

率。年化利率为单利，计算公式为： 

分期本金 = ∑
每月应还本金和利息

（1+𝐼𝑅𝑅/年内期数)𝑖

总期数

𝑖=1   ， IRR=年化利率 

4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8.2

条第一段 

8.2 我行对不同逾期状态具有不同的还款入

账顺序。如客户未出现逾期或逾期在 1-90

日（含），客户的还入资金按照已出账单、

未出账单的顺序偿还，对已出账单部分和未

出账单部分再分别按照："花旗自由随享金"

提前结清的本金及手续费（如有）、费用、

利息、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分期本金【包含

“花旗随享金”产品、账单分期、自动分期

（仅适用于花旗轻享卡）、交易分期】、刷

卡消费本金的顺序逐项抵偿账务；如客户逾

期在 91 日（含）以上，则还款入账顺序是"

花旗自由随享金"提前结清的本金及手续费

（如有）、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分期本金

【包含“花旗随享金”产品、账单分期、自

动分期（仅适用于花旗轻享卡）、交易分

期】、刷卡消费本金、利息、各项费用。 

8.2 我行对不同逾期状态具有不同的还款入账顺序。如

客户未出现逾期或逾期在 1-90 日（含），客户的还入

资金按照已出账单、未出账单的顺序偿还，对已出账

单部分和未出账单部分再分别按照："花旗自由随享金

"提前结清的本金及其累计利息（如有）、费用、利息

（含分期产品利息和透支利息）、预借现金交易本

金、分期本金【包含“花旗随享金”产品、账单分

期、自动分期（仅适用于花旗轻享卡）、交易分

期】、刷卡消费本金的顺序逐项抵偿账务；如客户逾

期在 91 日（含）以上，则还款入账顺序是"花旗自由

随享金"提前结清的本金及其累计利息（如有）、预借

现金交易本金、分期本金【包含“花旗随享金”产

品、账单分期、自动分期（仅适用于花旗轻享卡）、

交易分期】、刷卡消费本金、利息（含分期产品利息

和透支利息）、各项费用。 



5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8.2

条业务示例

第（1）项

第一段 

业务示例: 

（1）假设客户的账单日为每月 1 日，自动

分期预约起分金额为 5,000 元，自动分期期

数为 6 期。该客户在 5 月账单周期（4 月 1

日-4 月 30 日）的消费累积金额为 6,000

元，该消费累积金额将自动转为本金为

6,000 元，期数为 6 期的分期交易。按还款

计划，首期应付分期金额 1,048 元 (本金

1,000 元，手续费 48 元；此处本金和手续

费金额仅供举例参考，具体费用以客户在业

务办理后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将计入该客

户当期（即 5 月 1 日）的账单最低还款额

中，5 月账单应还总额和最低还款额均为

1,048 元。 

业务示例: 

（1）假设客户的账单日为每月 1 日，自动分期预约起

分金额为 5,000 元，自动分期期数为 6 期。该客户在

5 月账单周期（4 月 1 日-4 月 30 日）的消费累积金额

为 6,000 元，该消费累积金额将自动转为本金为

6,000 元，期数为 6 期的分期交易。按还款计划，首

期应付分期金额约为 1,048 元 (本金 1,000 元，利息 

48 元；此处本金和利息金额仅供举例参考，具体费用

以客户在业务办理后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将计入该

客户当期（即 5 月 1 日）的账单最低还款额中，5 月

账单应还总额和最低还款额均为 1,048 元。 

6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9 条 

9-持卡人可申请提前清偿未偿付分期余额，

经花旗银行核准后，持卡人必须一次性支付

未偿付的分期余额及“分期产品提前结清违

约金”，“分期产品提前结清违约金”将按

分期剩余本金的 3%收取，已经支付的分期

手续费不予退还。 

9-持卡人可申请提前清偿未偿还分期余额，经花旗银

行核准后，持卡人必须一次性支付未偿还的分期余额

及“分期产品提前结清违约金”，“分期产品提前结

清违约金”将按分期剩余本金的 3%收取，已经支付

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7 《花旗轻享

卡一般条款

及细则》第

一条“自动

分期业务规

则“第 10

条 

10-自动分期本金金额将全额计入已用信用

额度，并根据持卡人每期实际偿还的分期本

金恢复。分期手续费将在每期账单日以每期

应付分期手续费的金额计入已用信用额度，

并根据持卡人实际偿还的分期手续费恢复。 

10-自动分期本金金额将全额计入已用信用额度，并根

据持卡人每期实际偿还的分期本金恢复。自动分期利

息将在每期账单日以每期应付分期利息的金额计入已

用信用额度，并根据持卡人实际偿还的分期利息恢

复。 

        修改后的《花旗轻享卡一般条款及细则》将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您可登陆我行网站

（www.citibank.com.cn）参阅具体条款内容。若您对我们的服务及产品有任何疑问、建议或投诉，请拨打花旗银行客户服务

热线：95038 或 400-821-1880。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  

        特此公告。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