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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据《经济日报》 报道，

“拆东墙补西墙”、以卡养卡、发生严重违

约后销户来“洗白”……这些不诚信行为

将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据了解，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已试运行新版个人征

信报告，可能将于近期正式上线。 届时，

对上述失信行为的约束将更严格。

央行新版个人征信报告与旧版有哪

些差异？ 征信报告升级会对个人生活产

生哪些影响？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业内专家和学者。

征信维度更加多元化

“从目前看，新版征信报告试运行较

为理想，未出现较大问题。整体内容和栏

目在试运行阶段应该变动不大， 至多在

一些小问题上根据试运行的情况进行相

应修订。”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

南野告诉记者。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与旧版最大不同

在哪里？何南野透露，可以概括为三大变

化，即更细化、更全面、更精准。

首先是更细化。新版个人征信报告，

个人信息将更加细化。 除旧版个人基本

信息之外，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还可以查

看配偶信息。 同时，职业信息也更完整，

信息量与个人求职简历相当。 更细化的

信息，将使个人信用情况更为一目了然。

其次是更全面。新版个人征信报告，

维度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比如，还款记

录延长至 5 年，将记录详尽的还款信息、

逾期信息；新增还款金额，逾期或透支额

也将标注出来。除借贷等金融信息外，新

版征信将纳入更广泛的信息， 如电信业

务、自来水业务缴费情况、欠税、民事裁

决、强制执行、行政处罚、低保救助、执业

资格和行政奖励等信息。

如此， 征信报告更能反映个人的信

用情况， 增强个人征信报告的公信力和

实际应用度， 这也是新版个人征信报告

与旧版报告最大的不同。

最后是更精准。 新版的个人信息更

加细化和全面， 使得个人信用状况可以

得到更加真实的反映， 金融机构的信贷

管理将变得更有针对性， 风险管理更加

精准，可有效降低信贷风险。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说，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里的信

息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任何

地方的失信， 都可能会被新版个人征信

报告记录在案。当个人申请贷款时，无论

是房贷、车贷还是消费贷款，金融机构大

多数都会先去查看个人征信报告。因此，

征信报告上一旦留下负面记录， 可能会

影响信贷获批。

还有市场人士比较发现，“上午离婚

下午买房将成为过去”。在旧版征信报告

中，假设夫妻双方共同还款，男方主贷，

那么女方征信报告中不体现负债； 而新

版征信报告中，作为共同借款人，夫妻双

方征信报告中均会体现负债。

“现在，不少城市在二套房认定时都

实施‘认房又认贷’政策，如果夫妻双方

负债记录都出现在征信报告中， 那么夫

妻双方已经购房的，将来离婚后，非主贷

人再次买房仍将被认定有房贷， 就会无

法享受首套房的低首付、 低利率的优惠

政策。 ”一位市场人士说。

“如果将水费缴纳等情况记录在内，

我觉得挺好，这样征信涵盖的数据、收集

的维度都更加多、更加广，有助于更全面

地判断、 评价一个人的诚信水平和信用

情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董希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征

信大数据就要数据足够多、足够大，这样

才能够更加立体地刻画一个人乃至一个

社会的诚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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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二届青年运动会

（ 以下简称二青会）

网

络火炬4月5日到达广州市。 这是党的

十九大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

办的一次体育盛会， 也是在全面深化

体育改革背景下举办的一次运动会，

将于2019年8月在山西省举办。

二青会网络火炬传递以“青春接

力、时代领跑”为主题，突出“点亮梦

想、传递希望、运动快乐、奋斗幸福”理

念。二青会山西省外网络火炬传递从4

月1日至5月3日，共33天；山西省内网

络火炬传递

（

11

个市）

从5月4日至8月8

日，共97天。网络火炬传递途经30个省

（ 区、市）

和港澳台地区，从福建省省会

福州市

（ 第一届青运会主赛区）

开始，

依次途经每个站点各传递一天， 最后

于5月4日由运城市进入山西省内。 二

青会网络火炬传递将抵达44个站点，

历时130天，是史上最长的一次网络火

炬传递。

二青会圣火采集地———山西省芮

城县西侯度是已知世界最早人类用火

遗址地。 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

3000年，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素有

“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 作为中

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山西为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时

代的山西，秉持新发展理念，积极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努力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 近年来，山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在促进健康山西建设、 推动经济转型、

凝聚发展动力、 展示三晋风采中发挥

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青会网络火炬传递以微信小程

序形式鼓励人人参与， 网络火炬传递

将山西元素和体育元素融入至页面

中，充分展示二青会的专属特色。吉祥

物青青手持火炬在44个站点进行传

递，精美手绘图选取当地特色景点，每

一张都可以用作屏保， 可以说是一场

精致的美图盛宴。同时增加站点介绍，

让用户了解各城市不同的文化。

据新华社电

记者4月6日从凉山州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经公安部门

现场勘查和尸检，木里县森林火灾新增

遇难者王慧蓉遇难现场无过火迹象，遗

体表面无烧伤痕迹，不具备他杀相关证

据支撑，初步判定：王慧蓉系从山坡滑

落摔跌致腰椎骨折， 骨折片刺破血管，

失血性休克死亡。 木里县森林火灾遇难

者人数增至31人。

据悉，3月31日， 王慧蓉随扑火队赴

火场扑火，当晚在途中安全地带过夜。 4

月1日早饭后， 王慧蓉提出体力不支自

行返回，其他队员继续赶赴火场。 后指

挥部与王慧蓉联系未果，即组织队伍搜

寻，于4月4日15时10分找到王慧蓉遗体。

据了解，王慧蓉，男，中共党员，1969

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现任木里

林业局第三管护处副主任。 目前，安抚和

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记者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经当地森林公安机关勘察，木里森林火

灾的起火点和雷击树木均已找到，确认

火灾原因为雷击火。

凉山州森林公安局介绍，3月30日18

时许，木里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目击

雷击引发森林火灾的报警，公安人员历

时3天组织拉网式排查找到该处雷击

点，经过对雷击痕迹点的勘察、取证，并

与目击证人拍摄的照片比对后确认山

脊处的一株高约18米、树围约250厘米的

云南松为此次木里森林火灾主火场的

起火痕迹点。 据介绍，雷击位置在树干

上部，遭雷击后树干被撕裂，闪电经树

干传导至地下，引燃地表腐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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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全小晴 毛梦 李倩雯 ）

4 月 2 日至 3

日， 广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

告人李某林等 34 人涉黑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2 年 3 月，李

某林因盗窃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

1996 年至 2017 年， 刑满释放后的李

某林先后担任白云区均禾街罗岗村第

十一经济合作社社长、 村经济联合社

委员会书记、 村经济总公司顾问等职

务。 在此期间，李某林笼络宗族兄弟，

采取恐吓、 殴打等暴力手段震慑村社

干部、村民，通过垄断大型工程项目侵

吞集体财产，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开设赌场、聚众

扰乱交通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敲

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伪造国家机关

证件、印章等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以其

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对当地经济、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自 2005 年 10 月起， 李某林等人

承包罗岗村经济联合社自来水经营管

理， 代替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和工厂征

收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 为了牟取

更大的非法利益， 李某林等人指使他

人将村民及工厂上交的污水处理费进

行截留， 并用于支付其承建的项目工

程款及个人挥霍。 至 2016 年 6 月，李

某林等人共侵吞污水处理费人民币逾

2500 万元。

2009年7月，为迫使白云区广花路

广花收费站同意持有罗岗村自制行驶

证的非本地牌照车辆免费通行， 李某

林纠集100余名村民驾车堵塞该收费

站，致使其它社会车辆无法通行，造成

附近路段交通管理秩序严重混乱。

因该案被告人众多，案情复杂，庭

审历经两次开庭， 持续 10 余天。 100

余人旁听了庭审。

中国人民银行试运行新版个人征信报告

拖欠水费也可能会影响个人信用

凉山森林大火追踪

雷击树木致森林起火

新增遇难者系坠亡

扫一扫 参与二青会圣火网络传递

第二届青年运动会8月在山西举办，网络火炬传递日前到达广州

纠集百余村民堵塞公路收费站

被告人李某林等34人涉黑案在广州市中院开审

扫 描

微 信 二 维

码，参与二

青 会 圣 火

网络传递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6

日电

4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

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九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技术

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

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

本，取得新的进展。 双方决定就遗留的

问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商。

第九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