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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

一、什么是个人信用报告

个人信用报告是征信机构出具的记录个人过去信用信息的文件, 它系统全面地记录个人
信用活动、反映个人信用状况。它可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对方信用状况, 方便个人达成
经济金融交易, 可以说是个人的“经济身份证冶。

个人信用报告主要包括以下信息:

1. 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
2. 贷款信息: 何时在哪家银行贷了多少款、还了多少款、还有多少款没有还、是否按时
还款等。

3.  信用卡信息: 办理了哪几家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的透支额度、还款记录等。
4.  查询信用报告的记录: 计算机会自动记载何时何人出于什么原因查看了个人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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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

二、如何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一) 查询机关
如果个人需要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 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或个人所在的当地人
民银行分支行的征信管理部门提出查询申请。2014 年实现全国推广, 个人可通过登录
http:/ / ipcrs.pbccrc.org.cn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二) 查询需要提供的资料
查询时, 要如实填写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届时, 需要带上查询人本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其中复印件要留给查询机构备案。

(三) 查询是否收费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的一种服务, 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
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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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

三、如何避免出现不良记录
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出现不良记录的行为: 一是信用卡透支消费没有按时还款而产生逾期
记录; 二是按揭贷款没有按期还款而产生逾期记录; 三是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等贷款的利
率上调后, 仍按原金额支付月供而产生的欠息逾期;四是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时, 第三方没有
按时偿还贷款而形成的逾期记录。

四、不良信息会保存多久
根据《条例》的规定, 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一般为该
笔贷款或信用卡欠款还清之日) 起保存5 年; 超过5 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五、如何修复自己的信用记录
首先，注意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还款习惯, 对于日常消费、贷款和各类缴费, 要注意还
款期限, 避免出现逾期, 以诚为本, 恪守信用, 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 其次是妥善安全地进
行有关信贷活动, 并做好关联预警提示。选择合适的还款方式, 采取有效的提醒措施, 确
保每笔贷款和信用卡按时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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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需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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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和风险防范

一、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用途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用于办理个人转账收付和现金存取。下列款项可以转入个人银行结算
账户: 工资、奖金收入; 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 债券、期货、信托等投资的本金和收
益; 个人债权或产权转让收益; 个人贷款转存; 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和期货交易保证金; 继承、
赠予款项; 保险理赔、保费退还等款项; 纳税退还; 农、副、矿产品销售收入; 其他合法款
项。

二、风险防范常识

1. 个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银行结算账户, 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自2017 年1 月1 日起, 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
账户(含银行卡) 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组织购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账户或支付
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
人, 5 年内停止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 3 年内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
同时,人民银行还将上述单位和个人信息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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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和风险防范

二、风险防范常识

2. 对长期不使用的银行结算账户及时清理, 确认今后不再使用的银行账户请及时到银行作
销户处理, 避免产生年费和账户管理费, 造成资金损失;社会公众可以根据需要, 主动管理
自己的账户, 把资金量较大的账户设定为I类银行账户, 把经常用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
的账户降级, 或者新增开设II类银行账户、III类银行账户用于这些支付, 这样既能有效保
障账户资金安全, 又能体验各种便捷、创新的支付方式, 达到支付安全性和便捷性的统一。

3. 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件、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证明文件, 防止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从而被
不法分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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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和风险防范

案例
2011 年7 月23 日, 诈骗嫌疑人找到张某, 称想与其做一笔大的建材生意。经多次接洽, 7 
月24 日, 张某将建材报价和营业执照、身份证等相关资料给了诈骗嫌疑人。7 月26 日, 诈
骗嫌疑人利用张某的身份证到H 银行办理了张某的存折和卡, 然后将相关资料交给张某。
诈骗嫌疑人以需验证张某的资金实力为由, 诱骗张某又到该银行开办了存折和卡。
两人分别开户后, 诈骗嫌疑人使用伎俩将两人的存折进行了互换。当日,张某持诈骗嫌疑
人开设的存折到该行存款6 万元, 三分钟之后, 存款被诈骗嫌疑人在异地用银行卡支取。

风险提示：
个人身份证、户口簿、银行账户等个人身份信息是金融消费者的重要资料, 一旦被不
法分子非法利用, 将对个人资产、信用造成风险。金融消费者个人身份信息资料一定
要妥善保管, 不要轻易交给他人。在使用过程中, 在身份证件复印件上应注明使用用
途, 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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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非法金融广告表现

1、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未合理提示可能存在的风险、承担的风险
责任。

2、对未来效果、收益、预期相关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保
收益。

3、夸大或片面宣传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对过往业绩做虚假或夸大表述。

4、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5、对投资理财类产品收益、安全性等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6、未经有关部门许可，或与许可内容不符，以投资理财、投资咨询、贷款中介、信用
担保、典当等名义发布吸收存款、信用贷款的广告。

7、引用不真实、不准确数据和资料。

8、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违法活动内容。

9、宣传提供突破住房信贷政策的金融产品，加大购房杠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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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电信诈骗手段
冒充社保、医保、银行、电信等工作人员
以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扣费、密码泄露、有线电视和电话欠费为名；以个人信息泄
漏，被他人利用从事犯罪，给银行卡升级验资证明清白，提供所谓的安全账户为名，引
诱受害人将资金汇入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

冒充公检法、邮政人员
以法院有传票、邮包内有毒品、涉嫌犯罪、洗黑钱为名；以传唤、逮捕、冻结受害人名
下存款进行恐吓，以验资证明清白、提供安全账户进行验资为名，引诱受害人将资金汇
入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

以销售廉价机票车票、违禁物品为诱饵进行诈骗
犯罪嫌疑人以出售廉价走私车、飞机票、火车票及枪支弹药、迷魂药、窃听设备等违禁
物品，利用人们贪图便宜和好奇心理，引诱受害人打电话咨询，随后以交定金、托运费
等进行诈骗。

冒充熟人进行诈骗
嫌疑人冒充受害人的朋友或同学，打电话编造因赌博、嫖娼、吸毒等被公安机关查获，
或以车祸、生病等急需钱为由，向受害人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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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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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

POS机侧录
不法分子在POS机中动手脚，通过内置银行磁条卡读卡器窃取银行卡信息、制
造克隆卡、盗刷套现。

ATM机上克隆
不法分子在ATM机上安装摄像头和读卡器，窃取储户银行卡资料后，伪造银行
卡进行盗刷。

第三方支付平台盗刷
不法分子通过以下方式向用户手机推送病毒，窃取隐私。如用户点击手机不明
链接、扫描不明二维码、接收不明图片、在非正规网站输入银行卡和身份证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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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网络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