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4大情况
造成信用污点

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信用卡使用不
正常产生的不良记录只是个人信用记录的
一种， 还有其他情况也会造成个人信用记
录不良，登入人民银行的信用“黑名单”：

1、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没有按时还款而
产生逾期记录；

2、按揭贷款没有按期还款而产生逾期
记录；

3、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的利率上调后，
仍按原金额支付月供， 银行因余额不足而
未成功扣款产生的逾期记录；

4、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时，第三方没有
按时还贷款而形成逾期记录等情况。

据建设银行相关人士介绍， 其实不是
每次信用卡没有按时还款就会产生信用不
良记录，以建设银行为例，在最近的12个月
以内， 有6次以上逾期30天未能缴费记录，
才会有不良记录，各个银行的规定不同。

支招

有了不良记录怎么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不良信用

记录也不是会一辈子伴随着你， 据建设银
行相关人员介绍， 信用卡信息不良记录在
两年之内，你一直正常使用该卡，没有不良
记录，便会被新的信用记录冲除。但是，恶
意的信用透支和贷款污点，将很难消除。

产生信用不良记录以后， 首先是要避
免出现新的负面记录， 注意养成良好的消
费习惯和还款习惯； 其次是尽快重新建立
个人的守信记录。 商业银行在判断一个人
的信用状况时， 通常考察的是这个人最近
的信贷交易情况。

尤其要注意的是， 若你手头的信用卡
出现了逾期， 千万不要采取注销信用卡的
方式来解决， 这种逾期信息可能会在个人
信用报告里保存许多年。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
表示， 当事人银行的征信污点的产生，如
确实与当事人之前的不利经济行为存在
因果关系，那么现在比照双方签定的合同
来看，未能获得贷款的情形，虽然购买人
主观上不存在恶意的隐瞒，但客观上却当
属购买人的责任。

但李健律师也指出，此事件的发生销
售方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购买人毕竟
不能完全准确掌握拟申请贷款银行的征
信信息，还有赖销售方的指引。而销售方
大多都是催促当事人签定合同后才给予
协调贷款事宜， 而此时往往为时以晚。因
此从这方面来说，销售方应当作出一定的
协调让步，才能确保实质公平。

此外李健律师也特别提醒，市民在购
房时涉及贷款一定要事先和销售方核对
好拟贷款银行，以及能达到的额度，是否存
在阻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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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到来的3·15， 各大商家纷纷
摩拳擦掌，各种促销让利活动接踵而来。近
日，笔者从湖南国美电器了解到，本周国美
电器将联手500厂商精心打造一场豪华的
家电回馈盛宴，八大品类倾情让利，掀起三
月家电让利高潮。
国美3·15��套购送液晶

本次3.15大型促销活动，套购将是重头
大戏。 凡消费者于本周来湖南国美各大门
店购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厨卫不同品
类两件以上满8888元送32寸液晶彩电一
台， 满18888元送42寸液晶彩电一台，满
28888元送对开门冰箱一台。

考虑到春季家装旺季， 不少消费者都
将选择成套购买，对此，湖南国美为消费者
量体裁衣， 按房屋的结构大小推出多种套
餐，不仅组合多元、礼品丰富，价格更比单
品平均降低10%以上。
国美3·15���空调免费清洗

春季一般是空调等家用电器清洗保养
的最佳时期，即日起至3月31日，国美特别
推出“3·15安心行动”空调免费清洗活动，
针对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在国
美电器（含永乐、大中）购买空调的顾客开
展免费清洗空调服务。

消费者可拨打国美400-811-3333全
国服务热线进行提前预约， 确定空调符合
免费保养条件后， 国美将按照预约时间及
时派出专业空调保养师上门为顾客服务。
国美3·15���满额我就送

除了大力度的惊人折扣外，单件商品的
优惠活动也将成为本次315活动中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据湖南国美电器市场部相关负责
人透露：凡消费者来国美电器任一门店购买
冰洗、空调、彩电、厨卫单件商品满500元送
真空PP套装盒， 满1000元就送多功能真空
果品盒套装， 满1500元就送时尚电压力锅，
满 200元还可送挂烫机或者豆浆机。

国美3·15大促销 低价引爆星城

日前，全球空调业领军者美的空调正式
宣布：自2012年3月1日起，凡在国内购买美
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的消费者，均可享受“2年
包换”和“10年包修”的品质服务双保险。
美的“全直流”变频升级 ，尊享“2年包换
+10年包修”

湖南美的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总
经理欧亚非透露，从2012年3月1日起，凡购
买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的消费者， 自购买
之日起两年内，若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均
可享受“免费包换”服务；同时，美的独家推
出的“变频空调无条件10年包修”举措可以
同时享受。

此次，美的空调再次率先拉开家电行
业服务转型的大幕，推动行业从“关注竞
争”转变为“关注用户”，引领家电服务从
家电销售的附属品转型为支撑企业战略

转型的突破口， 促进行业建立良性的服
务竞争规范。
美的品质护航“全直流”，将复制变频传奇

笔者了解到， 全直流是当前国内外变
频空调技术配置的顶峰。美的一举推出8大
系列24款全直流变频空调， 全面覆盖了从
高端机型到普及机型的各个产品段， 刷新
变频空调的节能标杆和产品标杆。 此次美
的在“全直流”变频空调上再次发力，势必
将复制变频普及传奇， 引领我国变频空调
向全直流的升级和深化。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美的全直流变频
空调“2年包换+10年包修”的品质服务双保
险政策，势必引发行业新一轮的竞赛，此举
不仅将全面提升国内变频空调市场的进入
门槛， 还将鼓励和号召更多的空调企业参
与到变频空调服务提升过程中来。

买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可享受2年包换，10年包修
经济信息

3月13日下午， 记者来到美利
新世界售楼部， 开发商代表彭经理
就此事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据她介绍， 杨兵信用卡有六次
不良信用记录， 致使房贷一直办不
下来，事情发生后，开发商方面跟银
行方面多次进行协商解决， 但是都
未能成功。 公司建议业主进行房屋
改户主或者改变付款方式， 都遭到
了拒绝。彭经理解释称，公司方并没
有不退还业主的首付款， 只是房子

已经在房产局备案， 如果杨兵不配
合开发商去房产局撤销备案的话，
开发商就会涉嫌一房二卖。

在记者的调解下，彭经理表示，
只要杨兵配合去房产局撤销房屋备
案，公司就会启动程序，尽快退还消
费者首付款， 但是具体时间不敢保
证多长。至于违约金问题，彭经理承
诺，本身按照合约至少有2万以上的
违约金，但是开发商只会收取2000
元，以此证明错在业主方。

上了“黑名单” 买房有点难
使用信用卡的人越来越

多了，信用卡在给我们带来方
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
预期的麻烦。3月12日下 午，
邱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称，她
于2011年7月份， 在长沙市开
福区美利新世界楼盘，以按揭
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100余
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付完首付
款后，却发现因为信用卡有不
良记录银行贷款办不了，而开
发商却不愿意退还首付款。在
记者采访当中了解到，因为信
用卡不良记录而贷不了款的
事情并不是个案。究竟什么情
况会造成信用污点？有了信用
污点怎么办？

【购房者投诉】 信用卡记录不良办不了房贷

3月13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来自
邵阳的邱女士，她告诉记者，夫妇俩
在深圳工作，考虑到深圳房价高，就
决定在长沙买房， 并选定了位于开
福区福元路的美利新世界楼盘 。
2011年7月份， 她与湖南省新世界
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以
5448.8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购买了该
楼盘3栋801房， 面积101.5平方米，
总价55万余元。

邱女士表示， 房子户主写的是
丈夫的名字杨兵， 签订购房合同之

前， 她并不知道丈夫有信用卡不良
记录。 等将办房贷的相关材料都整
理好以后却被告知， 杨兵有信用卡
不良的记录， 之后跟开发商去银行
沟通多次， 甚至在信用卡的开户行
开具了信用卡非恶意透支情况证
明， 但是贷款还是未能办理成功，
房子也无法买。

邱女士表示， 她一直在跟开发
商协商退还首付款的事情， 但是开
发商却一直拖着不还，并声称“要等
房子卖出去后才能退还首付款”。

【开发商回应】 业主得先去房产局撤销备案

■记者 肖祖华

链接

市民可免费查信用记录

据人民银行长沙分行工作人员介
绍， 目前市民可以由本人带上有效身份
证件， 免费到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
行征信管理部门，打印个人信用报告；或
直接向征信中心提出书面查询申请。

律师说法

调查

一个信用卡专业网站做过一个调查，
只有38%的信用卡用户查过自己的信用记
录，其中17%的人有信用不良记录。有62%
的人根本没有查过自己的信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