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征信“开闸”带来三大变化

变化一：覆盖没有银行记录的人群

与信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相比，中
国的信用卡渗透率较低，很多人没有信
用记录，金融机构担心风险不敢授信。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0 月
底， 征信系统收录 1963 万户企业及其
他组织和 8.5 亿自然人信用信息。

官方的数据显然漏掉了不少个人
的信用信息，这就为民间报告留下了探
索的空间。 比起传统数据，互联网数据
涉及的范围更广，种类更多。

作为首批个人征信机构的负责人
之一， 芝麻信用副总经理邓一鸣表示：
“央行的征信记录还有未能覆盖的群
体，比如没有过借贷行为、没申请过信
用卡的人，学生群体、蓝领工人、个体
户、自由职业者等，这些常常被官方报
告忽略的人群， 可能恰恰是活跃的网
民， 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行为轨迹，利
用大数据分析评估其信用等级。 ”

腾讯征信负责人告诉记者，腾讯坐
拥 8 亿的 QQ 账户， 逾 5 亿的微信账
户，逾 3 亿的支付用户，这些用户大部
分在央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
无记录或者记录很少，但在腾讯体系留
下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腾讯征信可以帮
助他们建立个人信用。

变化二：融入点滴生活

“目前我国征信系统的信息覆盖面
主要集中在信贷系统，而对于个人其他
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尚缺乏信用报
告。 ”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说，在
互联网大潮的助推下，这一问题或将得
以解决。

来自于互联网的信息包罗万象，所

包含的数据涉及网上银行、 电商购物、
社交聊天、招聘婚介、交通运输等方方
面面。 未来信用评价不应仅限于服务金
融领域，最终也应该运用到人们生活的
点滴中去。

也许， 今后在相亲网站上， 可以
通过信用数据筛选交往对象，防止骗
婚；在租房时 ，可以通过出具信用报
告，顺利通过房东考察；在求职时，可
以凭借信用报告获得单位的认可；在
租车时，凭借较好的信用评分可以免
交押金……

变化三：“小处不可随便”

信用是与生俱来的吗？ 恐怕仅仅靠
道德是难以约束的。 要想让每个人像爱
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信用，就需要一
个好的信用环境、一个恰当的社会信用
体系。

“征信行业的社会意义应不局限于
防范金融风险，而应该上升到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高度，帮我们更好地管理
这个社会。 ”邓一鸣说。

在加大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后，很
多以前认为不起眼的小事，或将成为你
的“污点”记录，严重影响今后生活。 未
来，滴滴打车的爽约记录、骗取保费时
伪造的个人信息、 网店贩卖假货的差
评、预订饭馆却“放鸽子”、乘坐公交车
的逃票行为等，都有可能纳入“民营报
告”的信用数据。

信用已经不只是一种美德，而逐渐
在转化为一种财富。 民营机构作为注入
征信业的一股新鲜力量，带给人们更多
期待，也在提醒人们，请珍爱自己的信
用，从点滴小事做起。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民航局：将“空闹”纳入信用记录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 15 日
从中国民航局获悉，针对“空闹”等扰乱
飞行安全的乘客和行为，各民航单位今后
将及时采取措施，果断处置，以维护广大
旅客的合法权益，确保飞行安全和空防安
全。

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在昆明
发生的个别旅客“擅自打开航班应急撤离
门”事件，逾越了法律红线，不仅严重地
危害了航空运输安全，也影响了其他旅客
的正常出行，严重侵犯了其他旅客的合法

权益。 为扼制此类违法违规
行为的蔓延，民航正着手建
立民航旅客信用信息记录
和联动机制，加大对航空器
及候机楼内违法违规和不
文明行为的惩处力度，为广
大旅客营造良好的出行环
境。

据悉，民航局为此已下
发通知，要求民航各单位进
一步加强航空运输秩序管
理，机场公安机关进一步加

强对危及民航安全和扰乱航空运输秩序
行为的执法工作，对诸如在飞机上打架滋
事、在机场打砸、殴打工作人员等扰乱航
空运输秩序的行为，接到警情后要立即出
警、迅速接案、依法处置。

民航局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和机场加
强服务工作，尤其要提高特殊情况下的应
急处置能力， 加强一线工作人员沟通能
力； 利用航班客舱和候机楼内的电视、显
示屏、宣传栏等载体，宣传航空安全须知、
倡导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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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公布 16 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
军队权威部门 15 日对外公布了 2014

年军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
情况。

原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王明贵因涉嫌
严重违纪，2013 年 11 月总参纪委对其立
案调查，2014 年 1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因涉嫌严
重违纪，2014 年 3 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
查，2014 年 5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西藏军区副政委卫晋因涉嫌严重违纪，
2014 年 4 月成都军区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2014 年 7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因涉嫌严重
违纪，2014 年 5 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
查，2014 年 8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因涉嫌严重
违纪，2014 年 7 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2014 年 8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张祁斌因涉嫌严
重违纪，2014 年 8 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
查，2014 年 11 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符林国因涉
嫌违法犯罪，2014 年 5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
其立案侦查。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因涉嫌违法
犯罪， 2014 年 6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
案侦查， 2014 年 10 月移送审查起诉。

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因涉嫌违法犯
罪，2014 年 11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
侦查。

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因涉嫌违
法犯罪，由纪检机关移送，2014 年 11 月军
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高小燕因
涉嫌违法犯罪，2014 年 11 月军事检察机
关对其立案侦查。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马向东因涉
嫌违法犯罪，2014 年 12 月军事检察机关

对其立案侦查。
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因涉嫌

违法犯罪，2014 年 12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
其立案侦查。

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因涉嫌违法犯
罪，2014 年 12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
侦查。

第二炮兵副政委于大清因涉嫌违法犯
罪，2014 年 12 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
侦查。

96301 部队副部队长陈强因犯贪污、
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14 年 5 月
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法院判处其无期徒
刑。 据新华网报道

日前，央行对个人征信业务“开闸”。用惯了
“官方报告”的人们，面对新来乍到的民营征信
报告，会擦出什么火花？更多选择的“民营报告”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奸杀临澧县一女官员

罪犯龚伦月被执行枪决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湖南省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强奸、盗窃犯龚伦月
执行枪决。本以为自己能够逃脱法律制裁
的龚伦月，在潜逃六年之后被抓获，八年
之后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龚伦月系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镇龙
湾头村人， 2006 年 9 月，龚伦月在临澧县
安福镇安福路居委会附近一建筑工地打
工。 同月 11 日晚，龚伦月在打工工地下班
后决定四处转转，看能不能找机会偷点东
西，22 时许，龚伦月在安福路居委会江波
组发现被害人乔某某从家中外出，遂尾随
其后。 当乔某某行至江波组一僻静路段，
将乔某某强奸杀害，后逃离现场。 次日 6
时许，乔某某的尸体被人发现。经鉴定，乔
某某系生前被他人徒手扼颈致窒息死亡。
公安人员经调查得知，死者乔某某系时任
共青团临澧县委副书记。

经法院审理查明，胆大妄为的罪犯龚
伦月在强奸杀人后，还一直在常德市范围
内进行多起钻洞、翻窗入室盗窃作案。 另
查明，2012 年 4 月至 6 月间， 罪犯龚伦月
作案 6 起。 公安人员通过查找系列盗窃案
失盗物品入手，顺藤摸瓜，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在鼎城区武陵镇一游戏厅内将龚伦
月抓获， 轰动临澧县城的强奸杀人暴徒 6
年之后终于落网。

审判庭上，罪犯龚伦月对自己实施的
强奸杀人及多起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2013 年 7 月，经过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龚伦月死刑后，龚
伦月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 2014 年 6 月二审开庭审理并维持原
判，2014 年 10 月 13 日， 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罪犯龚伦月死刑。

据人民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