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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清算公告
华容德信商贸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决议
解散公司，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人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方式：18627502366蔡燕

公告 声明

◆唐铁强遗失位于长沙县黄花镇
大路村黄花机场家属区 10 栋 302
号房产证，权证号:000017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胜汉置业有限公司慈利
县胜汉步行街经营部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30821000
005516，声明作废。

◆羊飞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注册建筑师执业印章一枚，注
册号 :4300452-1002，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久立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五
里牌支行预留印鉴签章卡，声明作废。

◆周桂娥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证号为 431314040483,资格证
号为 0083698,声明作废。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2013年
毕业生雷梦莹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3126582006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株
洲至湘乡线路牌（030020）湘 B
33490，特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炫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因在长沙银行高建支行留印公
章磨损，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岳华电力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7722680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洞阳镇博高超市遗失浏阳
市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11 月 1 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319751103225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娜遗失坐落于珠江郦城探香
里 1栋 805房房屋契税证明一
张，编号:湘地现 05028440，特
此声明作废。

◆谢茂英(430404198204231083)
遗失 2010 年职称外语(护理类
B 级，69 分)考试成绩单，声明作废。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长沙市凯程纸业有限公司、李
武、张献芝：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刘洋与你们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现已
仲裁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4]长仲裁字第 320 号
裁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
际财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4898620。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中一节能门窗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望城区喻家坡街道喻
家坡社区前进路 97号，联系人：
钟波，电话：0731-88075838

遗失声明
湖南单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香樟路支行预留印鉴签章
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洋保险单证 QBAS1500029273、
QBAS1500029274 业务联财
务联遗失，QBAS1500029275
空白单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QA746刘利国：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扣
押期限决定书》，因信件未收取
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送达，请
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逾期未
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
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4月 2日

声 明
湖南省集邮总公司于 2012
年 5月 7日启用新公章，原
公章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星沙颐而康针灸推拿按摩
门诊部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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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民间借贷成本高，银行贷
款又需要有效的担保和抵押
物，当下，不少市场、商圈内小
企业均面临融资难题。如何解
决这一难题，4月1日， 记者从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该
行近期通过逐一走访客户单
位，了解客户经营特点、盈利
模式、风险控制、融资需求等
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在省内多
个商圈推出“租金贷”这一创
新产品，有效解决了不少小微
企业主融资难题。

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租金贷”具体模式即由市场
方担保，向在各专业市场、园
区、办公楼、综合商场及其他
小微企业集聚地等持续租赁
房产，并从事办公、生产经营
的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企业
主发放租金贷款，用于其支付
租金，该租金包括向市场方支
付的房租、服务费、管理费等。
该方案不仅有效解决了市场
方资金回笼及使用率等问题，
也以方便、快捷、风险可控、担
保方式灵活，有效缓解了小微
企业主融资难题。截至2月底，
该行“租金贷”产品已为多个
商圈小微企业主服务，授信总
额近2个亿。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潘海涛

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单一现场查询网点的
基础上，2014年，长沙市新
增招商银行蔡锷路支行、
建设银行芙蓉南路支行、
华融湘江银行金星路支
行、长沙银行星城支行4个
查询网点， 各个网点的自
助查询机采用“人像识别”
技术和身份证读取技术完
成身份验证， 市民只需按
提示操作， 即可查询个人
信用报告。

此外， 身份证前两位

数字为43的湖南居民，可
登录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服
务 平 台 https://ipcrs.
pbccrc.org.cn进行个人征
信相关信息查询。 与现场
查询不同， 个人通过互联
网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必须
进行严格的身份验证，只
有通过身份验证的个人才
能注册成为查询用户。验
证通过后， 平台将在一个
工作日内准备好征信报
告， 市民可登录注册账户
查看。 ■记者 蔡平

央行延长信用黑名单周期？
辟谣：相关政策未调整 建议：每年查个人征信报告

最近，一则关于“央行征信系统新政出
台”的消息在朋友圈流传。消息称“原记录
周期5年提升为7年， 超过一天为逾期，连
续三天逾期者纳入黑名单……”

这则听起来很“严重” 的新政是否属
实？如果真的有了不良记录该怎么办？三湘
都市报记者一一为您核实解答。

传闻：不良信用记录周期变7年？

“征信系统新政策出台：原记录周期5年
提升为7年，超过一天为逾期，连续逾期三次
者拉入黑名单，上了黑名单，飞机票、高铁票、
宾馆都无法享受，子女将无法上重点学校。失
信者将寸步难行！”近日，长沙市民小李在微
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么一条信息。

该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中被频繁转发，
有不少市民信以为真。同时，一些有信用卡
逾期情况的市民也担心，这样的“政策”出
台后，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市民黄
女士就表示，自己的信用报告上有3笔逾期
记录， 都是不小心忘了还款日期造成的，
“黑名单”的说法让她感到很是不安。

核实：相关政策暂未调整

对于上述传言， 人行长沙中心支行征
信管理处李海林处长回应： 目前并未调整。
“2013年3月15日颁布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
例》中规定，不良信用记录保留期限为5年”。

值得注意的是，“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
息的保存期限是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
日起的5年。”因此，“市民不要误认为，征信不
良记录五年后自动消失， 因此欠的钱不必归
还。钱一定要还清，但记录仍需保留五年。”

而对于朋友圈中所称的“还款逾期一
天，连续三次即拉入黑名单”的说法，长沙
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信
用卡目前都有容时容差服务， 对于持卡人
在1-3天内的还款，都不会计入逾期，但持
卡人最好在还款后， 致电发卡行所在行用
卡中心进行说明。

疑问：不良信用记录有何影响？

首先会降低借款人的贷款金额。 在将
来买房时，银行就会审核贷款人的信用，如
果有不良记录，要贷款60万，银行可能只会
审批20万。

其次是不给借款人优惠利率或使贷款
利率上浮。如果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或
许会不给借款人本来该享有的优惠利率，
或者还会提高贷款利率。 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贷款的成本。

如果有多次的信用不良记录， 那么这
些信息都会被记录在案。 银行可以查询到
借款人这些严重的不良的信用记录， 他们
会直接拒绝借款人的贷款申请。

此外，不良的记录可能对招聘求职、租
房子甚至签证出国多个领域都有影响。

不少人认为， 一旦出现
信用卡还款不良记录， 把钱
还了再注销卡就行了， 这样
不良记录就会被注销掉。

长沙某股份制银行信用
卡人士对此解释道， 很多产
生不良信用记录的持卡人会
认为还掉欠款、 销掉卡片是
去除不良信用记录的方法，
但这是大错特错的。 保持诚
信“刷掉负面记录”是最有效
的方法。“因为销卡以后，征
信系统就不再有新的信用记
录产生，那么之前的不良记录
也因为没有被新记录替换而
将一直存在。央行一般都会选
择每两年从银行重新提取一
次信用记录，如果在产生不良
记录后，持卡人一直保持良好
的用卡习惯，两年后，新的、良
好的记录会逐渐刷新并替代
旧的、负面的记录。”

另外，有些持卡人表示，
因为逾期时间过长， 可能登
上了银行黑名单或者被强制
停卡。对此，也有银行人士支
招，即便如此，销卡也是万万
不可的， 持卡人可以选择每
个月往卡片中存入1-10元
钱，保持卡片的状态有变化，
那么在央行提取信息时也会
刷掉不良记录。

记者了解到，《征信业
管理条例》实施两年多来，
长沙市民对个人征信记录
越来越重视了，2014年，到
人行长沙中支征信窗口进
行现场查询的达38.1万人
次。

长沙某国有大行人士
指出， 大多数市民除非与
银行发生业务， 否则不会
去查询信用报告， 不过他
建议，一年至少一次，这样
可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

“身份是不是被人盗用了，
盗用你的身份去办了张卡
或者办了房贷这些不是没
可能。”

上述人士指出， 如果
在查询当中发现信用报告
有问题， 跟你实际的情况
不一样， 那么征信中心和
商业银行也有一套完整
的、 完善的流程叫异议处
理，你能够及早更正，避免
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发现有
错误，产生信用污点。

“还款销卡”不可行
要刷掉负面记录

建议

每年查一次个人征信报告

提醒

市民可多渠道查询征信报告

交通银行破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

不良信用记录主要是在
办理信用卡或银行贷款的还
款过程中产生的。

●“睡眠信用卡”不激活
还是会产生年费， 若不缴纳
就会产生负面的信用记录。

●信用卡透支消费、没
有及时按期还款或没有达到
最低还款额的。

●贷款没有按期还款或
由于利率上调， 仍按原金额
支付“月供”产生欠息逾期。

●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时， 第三方没有按时偿还贷
款，本人信用记录也受牵连。

●被别人冒用身份证或
身份证复印件产生信用卡欠
费记录。

小贴士
避开不良信用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