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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课堂

5 招帮您打造优秀的个人信用
当下时代，优秀的个人信用在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申请、各
类信用小贷申请上都至关重要。 以下，本文将从人行个人信用报告
以及银行主流的信用分打分体系为根基， 指导读者提升自己的个
人信用。

信用报告

当你向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时，金融机构将会在征得你
同意的情况下，查阅你的“经
济身份证”—人行个人信用
——
报告。它是一份由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出具的记录，会客
观收集和展示已发生的客户
信用事件，但不对客户做任何
评价。
目前个人信用报告分为三
个版本：个人版、银行版和社会
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
个人版，主要供消费者了解自
己的信用记录。每人每年可免
费查询自己的人行信用报告 2
次。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或前往
人民银行网点查询，携带身份

证即可。
查看个人信用报告时，有一
点小贴士——
—除了查看是否有
信息不符外，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查询记录”这栏，看看有没有你
不知道的查询记录，这表示有他
人或机构越权查询你的报告，这
种情况可向机构质询，或向人行
反映。
如果报告上有记录逾期等
不良事件，请尽快终止该事件，
因为终止后它还会在报告中展
示 5年。所以，平时尽量不要发
生逾期，不小心忘了，也可以先
跟银行进行沟通，否则在报告
中留下不良记录，一展示就是
5年。

信用分

信用评分的目的是，希望能
借由这样一个分数，帮助金融机
构判断放款给客户的风险，对于
个人客户而言，也希望它侧面展
示自己的信用情况，便捷自己的
申请。
目前信用分体系在美国已
经比较成熟。我们以大多数美
国银行采用的 FICO评分为例
来了解一下，它的常见的分数
在 300到 850之间，评分越高
代表违约率越低，银行也更愿
意放款给这样的客户。一般 740
以上属于信用优秀，申请基本无
压力。
FICO主要采用了 5类变
量作考量：信用历史记录
（35%）、贷款总额（30%）、信用
历史长度 （15%）、信用类型
（10%）、新开信用账户（10%）。
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记
录，这项类似我们的人行信用报
告，着重看已发生的信用事件，
包含了个人各种信用账户的贷
款、还款记录、是否有逾期等行

为以及逾期偿还的情况。
占比重第二大的是贷款总
额，会细分不同类型的贷款，计
算贷款总额占信用额度的百分
比，一般这个百分比越低，对信
用积分是越好的。
第三项信用历史长度，基本
反映了用户的忠诚度和对信用
产品的熟悉程度，使用历史越
长，相对来说得分越高。
第四项信用类型，反映了他
管理多种类型信用账户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活跃度、灵活
性等。
最后一项新开信用账户，基
本反映了用户在短时间内有多
少新开账户。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常说
的逾期情况在信用分历史记
录中，大约占 35%，如果不是
特别严重比如恶意逾期不还，
偶尔忘了一两次，对整体的信
用分影响是有限的，所以有时
忘了还，尽快补上后，不用太
过担心。

小技巧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总
结一些有助提高个人信用的小
技巧：
1.不要浪费每年查询人行
征信报告的机会。准确掌握自己
的信用记录，有问题及时与人行
分支机构和信贷机构进行沟通；
遇到对报告内容有异议的，可向
人行提出异议申请。
2.根据还贷能力来申请适
当数目的贷款。尽量不让使用且
未还的贷款数量占总额度的比
例过高；对信用卡来说，如果银
行给的额度不够用怎么办？可
以每月多多使用，提前还款，让
银行看到你的消费能力与良好
信用。
3.谨慎开卡，信用账户并不
是越多越好的。不要为了临时
活动去开不必要的卡，开了卡

如果基本不用的话，对信用反
而有害无利，比如当你遇到真
正需要的好信用卡时，信用账
户数过多，银行也会考虑批不
批，批多少额度；所以，尽量选
择自己真正需要的，或者有一
定申请难度的信用卡，这样如
果申请成功，也是对你信用水
平的一种认可。
4.及早申请信用卡，建立信
用历史。可以多尝试一些信贷产
品，丰富自己使用的信用类型。
5.申请贷款、信用卡的时间
间隔不宜过短。如果短时间内大
量申请贷款或信用卡，很容易被
怀疑是高风险用户。所以刚开始
建立信用账户的读者也不用着
急，选择自己心仪的卡，一步步
积累信用就好。
苏宁金融研究院 程天沅

数据库

一周开放式基金回报排行

其他市场行情

股票型基金

人民币外汇牌价

（招商银行报价）

基金
简称

单位
净值

近一周
近6 月以来
净值增长率 净值增长率

融通人工智能
信诚中证信息
鹏华中证空天
南方中证 50A
南方中证 50C
天弘中证计算 A
天弘中证计算 C
鹏华国防
富国中证工业
华夏经济转型

1.0622
0.8100
0.8666
0.9285
0.9270
0.7151
0.7106
0.8360
0.8720
1.3260

7.17%
7.00%
6.78%
6.72%
6.72%
6.24%
6.23%
5.96%
5.83%
5.57%

-3.67%
-2.61%
-16.29%
-5.20%
-5.39%
0.04%
-0.08%
-15.58%
-6.32%
2.39%

（工商银行报价）

贵金属价格

债券型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恒通纯债
南方聚利 1 年
长信利富债券
上投双债增利 A
上投双债增利 C
南方聚利 1 年
长信利保债券
华安安心收益 A
华安安心收益 C
东吴优信稳健

交易币种 卖出价位 现汇买入价现钞买入价
英镑
881.3000 874.2800 846.6300
欧元
785.7300 779.4700 754.8200
瑞士法郎 677.2600 671.8600 650.6100
美元
635.7400 633.0100 627.8100
澳大利亚元 490.0600 486.1600 470.7800
加拿大元 494.0100 490.0700 474.5700
新加坡元 482.5600 478.7200 463.5800
港币
81.1200 80.8000 80.2300
日元
6.0042 5.9564 5.7680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17：30

单位净值
1.0487
1.0280
1.0125
1.0190
1.0120
1.0270
0.9741
1.0920
1.0950
1.1605

近1周
2.77%
1.58%
1.51%
1.49%
1.40%
1.28%
1.01%
0.92%
0.92%
0.80%

近6月
4.03%
1.78%
-0.82%
-0.49%
-0.88%
1.68%
-0.97%
1.30%
1.67%
1.69%

品种
人民币账户黄金
人民币账户白银
人民币账户铂金
人民币账户钯金
美元账户黄金
美元账户白银
美元账户铂金
美元账户钯金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银行买入价
269.61
3.349
194.54
198.92
1322.375
16.4125
954.0000
975.5000

银行卖出价
270.01
3.365
196.94
201.32
1324.175
16.5125
966.0000
987.5000

中间价
269.81
3.357
195.74
200.12
1323.275
16.4625
960.0000
981.5000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17：31

■金融快讯

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量达 66.93 亿张

中国人民银行 5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末，全
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 66.93
亿张，同比增长 9.27%。央行发
布的 2017年支付体系运行总
体情况报告显示，2017年末，
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 4.84张，
同比增长 8.35%。其中，人均持
有信用卡 0.39张，同比增长
25.82%。

交易量方面，2017年全国
共发生银行卡交易 1494.31亿
笔，金额 761.65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9.41%和 2.67%。
截至 2017年末，银行卡授
信总额为 12.48万亿元，同比增
长 36.58%。信用卡逾期半年未
偿信贷总额 663.11亿元，占信
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 1.26%，占
比较上年末下降 0.1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移
动支付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201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
理电子支付业务 1525.8亿笔，
金额 2419.2万亿元。其中，网上
支付业务 485.78亿笔，金额
2075.09万亿元；移动支付业务
375.52亿笔，金额 202.93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6.06%和
28.8%。
（据新华社）

首张农险电子保单“花落”上海

3月 6日，全国首张农险
电子保单近日“花落”上海。
这意味着，依托互联网等科
技手段，便捷高效的保单电
子化开始惠及田间地头。由
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签发的首张农险电子保
单为保淡绿叶菜综合成本价
格保险，投、被保人均是上海
百欧欢农产品有限公司，保

险标的为青菜和杭白菜，总
保费 2514.40元，保险金额为
25144元。
今年 2月，农险电子保单
制度在上海率先落地。根据保
监会上海监管局等发布的通
告，农业保险电子保单试点主
要包括电子保单、电子批单及
电子保险凭证等，试点范围涵
盖享受财政保费补贴的所有

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不
含林业、农机、渔船）。来自上
海保监局的统计显示，截至
2017年末，上海共有农险产
品 62个，种、养两业农险保单
合计近 7000张，覆盖近 20
万农户。当年保费规模达到
5.01亿元，保障金额逾 200
亿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