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了不良记录，怎样才能彻
底清除?会不会跟一辈子呢?”这是大
多数有信用污点的市民最关心的问
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此前
撰文称，2012年将尽快出台《征信业管
理条例》及《个人征信信息保护暂行规
定》等相关配套管理制度。该条例出台
后， 信用逾期记录的保留年限将得到

明确，最长有可能为5年。
不过该行也表示， 如果信用报告

中确实有负面信息，也不要气馁。这些
信息经过一定年限以后就会从信用报
告中删除，而且，只要个人在以后的信
用活动中做到诚实守信， 则“瑕不掩
瑜”，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良好的记
录会逐渐刷新、 替代旧的、 负面的记
录。

牢记每笔信贷和每张信用卡的
到期还款日，每月准时偿还房贷、车
贷等贷款；

适度透支， 不要花掉的比赚的
还多；

不要轻易外借身份证， 或以自
己名义为他人贷款；

搬家时要及时通知银行， 确保
地址变动后也能如期收到账单，你
还可以主动通过客服热线等渠道查
询账单；

个人信息有变化时及时去银行
更新，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可以
第一时间联系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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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知名比较网站uSwitch公
布了今年5月最受欢迎的十佳手机， 发布
不久的GALAXYSⅢ先声夺人，尚未上市
即空降排行榜第一名，可谓热度非常。

6月9日将在中国移动全球首发上市
三星GALAXYSⅢ拿下榜首的位置

并不让人意外，因为这款新机未发售前的
预订数量便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据《韩国经济日报》于上周报道称，全
球范围内这款旗舰手机已经被预订超过
900万台之多。 而工信部官方网站的信息
显示，三星GALAXYSⅢ中国移动3G旗舰
机型I9308已获得了国内入网许可证，6月
9日， 该款手机将在中国移动全球首发上
市。湖南移动于6月6日以4999元的起步销
售价通过10086热线人工服务及官网hn.
10086.cn对社会开启了首批188台I9308
的预订。

人性化应用功能成关注点
I9308作为三星GALAXYS系列新一

代旗舰机型， 8.6毫米纤薄的机身中融合
了强大的功能，尤其是三星特别强调的各
种人性化应用， 是其风头盖过iPhone�4S
的重要原因。

在这款产品上,消费者即将领略到很
多激动人心的革新性的功能，比如识别用
户眼睛是否盯着屏幕来控制屏幕亮灭的
Smart�Stay智能休眠功能，Smart�Stay能
感知到你在盯着屏幕从而继续点亮屏幕，
让你的阅读不受打扰。Direct�Call在你阅
读短信中、ChatOn聊天中、详细通话记录
/联系人画面中只要拿起手机贴近耳朵，
它将直接拨打电话给屏幕中的联系人。

此外，手机还实现一边播放视频一边
执行其他操作的Pop�up�play画中画功
能,�查收邮件或短信编辑的同时可观看视
频。

I9308硬件方面卓然超群
GALAXYSⅢ I9308在硬件方面也卓

然超群。 这款旗舰手机拥有4.8英寸720p
分辨率的HD�Super�AMOLED高清炫丽

屏，在带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显示画质同
时，使用了坚固的新一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保护屏,�提供了更强劲的抗划耐磨能力。

为了获得更流畅的操作体验和速度，
三星GALAXYSⅢ还配备了最新发布的
1.4GHz的猎户座Exynos四核处理器。相
比双核处理器手机，开机时间一般能缩短
20%,�应用启动速度提高17%， 网页浏览
速度提高28%�； 手机搭配可更换的2100
毫安时电池， 具备更理想的续航能力。此
外， 该机还提供了16GB/32GB/64GB三
种存储容量及存储卡扩展功能。

此外，该机的双摄像头配置也是打动
消费者的一大提升： 机身背面的800万像
素主摄像头采用了BSI感光组件， 支持零
延迟所见即所拍，并能够以每秒3.3张的速
度连拍20张照片；借助“Best�photo完美
拍摄” 功能则能帮助用户选出8张最佳照
片。 受益于BIS技术及视频防抖技术，
GALAXY�SⅢ I9308在黑暗中和运动中
都能拍出清晰照片或稳定的视频。

■吴林

5月27日，长沙市民周尹出门散步，
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金科·东方大院，听
到不远处传来阵阵清脆的欢笑声———
草坪上一群大人带着孩子在做游戏。一
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分行组织贵宾客户开展“六一亲子游”
活动。

据悉，本次欢乐“六一亲子游”活动
由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携手金科·东
方大院共同推出。 当天，50余户家庭积
极参与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组织银行
贵宾客户进行智慧DIY亲子活动，对小
朋友DIY作品进行了评选和现场抽奖，
现场互动气氛热烈。“非常感谢华融湘
江银行给我们提供了和孩子互动的机
会。”参加活动的家长们纷纷表示。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如今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是每个家庭关注的重点，加上临近六一
儿童节，从而引发了开展“六一亲子游”
活动的缘由。 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活动，
做同业中服务最好的银行，不仅关注客
户的财富增值，也关注到客户的家庭生
活。 ■见习记者 肖志芳

移动定制三星GALAXYSⅢ I9308将于6月9日首销
三星GALAXY�SⅢ勇夺五月手机关注排行榜第一，湖南移动首发188台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
举办“六一亲子游”

“信用污点”并非绝症，还能补救

近期，双色球奖池居高不下，从5月
初的6亿到5月底奖池突破10亿， 频频
刷新中国奖池新纪录。双色球奖池在短
短的时间内连续飙升，吸引了大家的关
注。为何双色球奖池能在近期连续突破
8亿大关、9亿大关，直至10亿？

5月17日， 双色球第2012057期开
奖，全国中出3注头奖，计奖后奖池达到
8.14亿元， 首次突破8亿元大关；5月20
日第2012058期开奖， 计奖后奖池为
8.61亿元 ， 再创新高 ；5月 22日第
2012059期开奖， 计奖后奖池达到8.95
亿元，距离9亿仅一步之遥；5月24日第
2012060期开奖， 全国仅出现一注头
奖， 奖池狂涨至9.81亿元；5月27日第
2012061期开奖， 奖池轻松突破10亿，
达到10.21亿元。 短短10天5期开奖，双
色球奖池就从8亿元蹿升到10亿元，连
续5次刷新纪录，涨势只能用“惊人”来
形容。

双色球奖池从今年 4月 1日第
2012037期开奖后， 始终维持在5亿元
以上。 奖池金额从5亿元累积到6亿元，
用时15期。突破6亿元之后，奖池就一直
呈现加速增长势头。从5月3日的6.18亿
元到5月27日的10.21亿元，平均每期增
长 4000多万元 ， 其中 5月 24日第
2012060期单期奖池增长8500万元。

奖池的变化， 除了与销量有关外，
其实还与出奖有直接的关系：当固定奖
和大奖中出数量较少、高等奖奖金和超
出单注封顶限额奖金较多时，奖池的增
长就会加快， 反之奖池金额就会下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奖“井喷”。

面对超高奖池，广大彩民该以什么
心态应对呢？彩民应保持理智，理性购
彩，广大媒体更应积极宣传，引导彩民
理性应对，健康玩彩。 ■湘福彩

详解10亿奖池成因

在现代社会，个人信用记录千金难买，越来越值钱。而生活
中，大部分人对此不甚了解，有时甚至过分恐慌。实际上，一个
人拥有不良信用记录， 并不意味着他就进入了银行的“黑名
单”，而且“污点”也不会一辈子抹不掉。 ■记者 刘永涛

保持好习惯，告别“污点”

提及去年因为征信问题， 买房差
点贷不了款的经历， 在长沙一家事业
单位工作的盛韬仍心有余悸。

盛韬先看好了一套花园洋房交了
定金，才去银行咨询房贷的事，没想到
在信用方面差点摔跤： 因为平时工作
太忙，他有两次用卡逾期还款，差点让
他被列入信用不良的黑名单。 更险的
是， 他当时已经交付购房定金。“如果
真的贷不了款， 我又不可能一次性付
款，那定金就拿不回了。”

其实，盛韬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每
月都提醒自己按时还款，只是有两次出

差忘记了还款时间， 而导致了逾期。获
知贷款可能批不下来，盛韬颇有几分无
奈。“年收入数十万元， 不至于故意逾
期。” 盛韬从人民银行打印的个人征信
报告显示，他的其他信贷、还款记录都
良好，经过与该贷款银行沟通，盛韬的
信用最终被认可，银行方面同意放贷。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部相关
人士对记者表示， 如果信用卡有逾期
记录，哪怕只有几分钱，都会在个人信
用记录中有记载。但严格意义上讲，这
只是商业银行的一个评判参考因素，
并不存在绝对的“黑名单”。

一张“黑名单”变“白”了

记者采访长沙多家银行获悉，每
个金融机构都会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 有差异地把控对待个人信用数
据的审核。目前普遍提及的“个人信用
记录”将如实反映市民的信用情况，但
这并不是商业银行决定发放贷款和审
批信用卡的决定性条件。 有不良信用
记录的市民，可能被一家银行拒绝，但
其他银行也许会忽略。

湖南某国有银行信用卡部副总经
理告诉记者， 如果某人在A银行有信
用卡逾期记录，当他想在B银行申请贷

款买车时，B银行会查阅信用数据库中
他的个人信用记录， 认为他的逾期影
响本次交易，那他在B银行的贷款就泡
汤了。

但如果C银行可以忽略这点，他
就不会因为上了A银行的“黑名单”，
而中止与C银行的交易。所以，银行系
统不会对不良信用记录的客户实行
全面封杀。他还强调，即使出现了不
良记录， 如果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客
户向贷款银行说明原因，还有补救的
可能。

银行不会一刀切地封杀

保持诚信可刷掉负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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