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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汨罗镇杨某的母亲先后3次因“精神分裂症”在市
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5月，杨某的母亲在湖南省脑科
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
躁狂发作。杨某认为市精神病医院误诊误治，要求院方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并多次上访。今年8月，汨罗市委书记喻文“一
对一”包此积案，专门就此事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会议约访协
调。9月9日，杨某对处理结果满意，签下了《息访息诉协议》。

今年来，汨罗市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建立市级领导接访项
目化运行机制坚持“三个必须、四到位”工作法，书记带头“包
大案”，所有市级领导包案的信访件，必须做到重新调查、重新
见面、重新处理，必须联动相关部门集体会商、坐堂会诊，做到
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
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坚持“情理”结合，
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诉求，用好救助资金，用活岗位帮扶，
用足解困政策，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坚持联动发力，做细
疏导工作，抓好教育转化工作，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有效化解了一大批信访积案“老大难”问题。

截至目前，汨罗市级领导共接待群众160余批230余人
次，成功化解了汨罗镇杨某、新市镇李某平等16个突出信访
问题。 （徐典波 张 琼 郑 言）

书记带头“包大案”
汨罗创新机制化解信访积案“老大难”

今年6月23日，随着株洲市荷塘区某政府平台公司

拖欠某民营企业的480.6万元有分歧欠款付款到账，株洲

市荷塘区不仅实现了无分歧账款全部清零，同时也实现

了有分歧账款的应清尽清。

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支持民营企

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自国务院开展“清欠”专

项行动以来，该区把“清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将不属于拖欠民营企业账

款的数据清理出来，将属于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分为无

分歧和有分歧两大类别，分类施策，稳步推进。有分歧账

款无疑是清欠工作的难点，对此，该区一事一议，限定办

理期限，严格督查考核，由县级领导带队组建工作专班，

通过采取法律诉讼、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

种措施，切实解决了“清欠”问题。

截至8月底，累计为20余家企业清欠账款近3000万

元，得到了民营企业的一致好评。 （黄生发）

株洲市荷塘区：
拖欠民营、中小企业的账款实现了应清尽清

近日，中证金牛金融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
净值型银行理财排名，兴业银行及其子公司兴银理财获评
全国性银行净值型理财综合能力第一名。在中证金牛同
期举办的2019年度“金牛理财产品”评选中，兴业银行及
旗下“天天万利宝稳利1号”产品也分别荣获“2019年度金
牛理财银行”和“2019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两项大奖。

自理财子公司兴银理财去年成立以来，兴业银行持续
加大净值型理财转型力度，今年上半年，兴业银行及兴银理
财新发行产品数量 311 支，其中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
50.48%，产品类型涵盖现金管理、固收纯债、固收增强、项目
投资、股债混合、权益投资、多资产策略、跨境投资等多个品
类，并发布了海峡理财、养老金融等特色产品。截至6月末，
兴业银行及兴银理财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13429.09亿元，
其中净值型理财产品余额8871.49亿元，占比达到66.06%。

值得关注的是，兴银理财成立以来在服务资本市场、
优化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重点打
造“ 固收+”产品模式，使投资者在本金稳健运作的前提下
享受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

兴银理财表示，作为首批获批开业的商业银行理财子
公司，将严格按照资管新规要求，推动新老产品平稳过渡，
确保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同时把能力
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建设按照净值化管理的大运维体系、
投研体系，以合规为核心的大风控体系，以科技赋能智能
资管建设，并利用互联网、智能投顾等手段，满足普惠型的
财富管理类需求。 （管 龙）

二季度全国性银行净值型理财排名公布

兴业银行获评综合能力第一名

为有效遏制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态势，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近日，株洲市芦淞区交警大队开展了酒
驾醉驾整治行动，并联合当地媒体对执法现场进行网络直
播，吸引近 1.7 万人在线观看，起到了极好的教育警示作
用。

行动中，芦淞区交警大队结合辖区酒驾的发生规律以
及特点，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对醉驾、酒驾、涉牌
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据悉，整个行动共
检查车辆305辆，查处酒后驾驶3起、醉酒驾驶 2起，达到
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的效果。

在行动现场，执法人员对违法驾驶人进行处罚、教育、
劝导等内容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同时，芦淞区交警还向网
友介绍了酒驾醉驾定值和处罚标准，说明酒驾醉驾的危
害，更亮明了当地常态化严惩酒后驾车、净化道路交通环
境的态度。

据悉，交通顽瘴痼疾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芦淞区共查
获“三驾”，酒驾数251起、醉驾数55起，查获超限超载车
辆298台次，卸货256.91吨，处罚189200元。

（赵 蓉 戴 鹏）

联合媒体直播整治行动

株洲芦淞区重拳出击交通顽瘴痼疾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吉祥人寿按照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国家网信办联合发文要求，于近期正式启动2020年

“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
融好网民”活动。

吉祥人寿采取总分联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在公司
官网、微信公众号推送保险金融知识和非法集资风险防范提
示消息、开设“保险知识微课堂”、设立互动环节小礼品等多种
方式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宣传普及保险的功能作用和保险产
品服务，提升社会公众运用保险管理风险的意识；同时，在公
司柜面、办公职场通过电子屏播放活动口号、悬挂活动条幅、
张贴活动海报等形式营造浓厚活动氛围，进一步增强消费者
权益保护意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为更深入推进活动的落地执行，吉祥人寿各分支机构将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进校园等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讲解近期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金融消
费领域热点问题，介绍防范金融诈骗的基础知识，切实提升社
会公众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

吉祥人寿将以此次活动为重要契机，将金融知识普及与
宣传作为常态化工作推进，不断提高金融知识普及的力度和
广度，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质、更
加贴心的保险服务。 （高 翔 刘 洋）

吉祥人寿2020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瀛洲 杨波 熊琦

消费者使用消费信贷，也将挂钩个人信
用报告。一则“蚂蚁‘花呗’部分用户接入央行
征信”的消息，日前引起广泛关注。蚂蚁“花
呗”以服务升级的方式，提示用户将接入央行
征信系统。

据了解，在蚂蚁金服旗下“花呗”之外，不
少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在加快接入央行征信系
统。一旦接入，用户借款及还款情况将上报征
信系统，逾期还款会形成个人征信报告“污
点”，影响后续贷款等业务。

个人征信报告，被形象地称为“经济身份
证”，广泛应用于申请房贷、车贷、信用卡、消
费信贷等大量经济活动。

这张“经济身份证”，哪些内容最为重要？
如何悉心呵护？

消费信贷逾期还款，将影响
办理相关业务

“买房子贷款时，银行对征信审核严格，
稍不留意，因小失大就麻烦了。”在长沙芙蓉
路上一家保险机构工作的“90后”文洁，是花
呗的忠实“粉丝”，她有顾虑：花呗用户接入央
行征信后，万一出现征信问题，是否影响今后
贷款买房？

花呗全称是蚂蚁花呗，是蚂蚁金服推出的
一款消费信贷产品，用户申请开通后，将获得
500元到50000元不等的消费额度，和银行信
用卡类似。用户消费时，可以预支蚂蚁花呗的额
度，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多场景购物体验。

此前，由于花呗只能用于消费，不能直接
用于提现，并没有纳入到央行征信体系内。花
呗部分用户接入央行征信的消息让不少市民
担心，自己的花呗借款情况一旦接入征信，会
有许多未知的风险。

对于用户关心的问题，蚂蚁金服相关人士
表示，目前花呗升级是邀约制，先面向优质客
户，未来会对用户全覆盖。眼下只要用户不授
权，用户相关信息就不会报送至央行征信中心。

“如果用户按时还款，其信用记录并不会
因为‘花呗’等平台接入央行征信而产生问
题。”平安银行长沙分行零售贷款部负责人罗
杰提醒，平台接入央行征信的是交易信息，平
台的合作银行等机构会按真实情况上报。但
用户若逾期还款，该用户征信报告就会出现
瑕疵，影响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个人征信报告不是虚无的存在，目前市
民办理房贷、车贷，甚至办理公共事务都和征
信息息相关。”罗杰说，消费者使用花呗、微粒
贷、京东白条等互联网平台的贷款，一定要合
理适度，只要不留下“污点”，在银行申请房贷
等就不会受影响。

省内银行监管部门人士分析，随着信贷
市场发展，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信用数据
加速向央行征信延伸，可以让个人征信展现
得更为全面，有利于完善整个信用体系，个人
贷款可获得性和便利性也将不断提高。

在信贷审批中，3项内容最受
银行关注

“万一信用受损，再找银行贷款就难了！”
在长沙经营一家水果门店的易林，赶在银行
还款日最后期限，找朋友临时周转了部分资
金，还清贷款20万元，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易林看来，自己虽然做的是小生意，但
难免会和银行打交道，守信用总归不会错。

“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借款人，不仅可以
更快获得贷款，还容易获得更高的贷款额度
和更优惠的利率。相反，如果借款人有严重不
良信用记录，在信贷申请时往往会被拒贷。”
湖南多位银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 1 月，央行征信中心启动二代征信
系统切换上线工作。二代征信系统记录个人
借债还钱、合同履行、遵纪守法等信息，更加
全面地展示消费者的真实信用情况，是名副
其实的“经济身份证”。

在信贷审批中，个人征信报告哪些内容
最受银行等金融机构关注？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个人贷款金融部专家
尚馥芬表示，贷款、逾期、征信报告查询情况
等3项内容，通常是银行关注的焦点。

贷款记录。银行通过信用报告查看房贷、
车贷、信用卡、公积金缴存等，综合判断借款
人收入和负债情况决定是否批贷，或采取降
低信贷额度、提高贷款利率等措施。

逾期情况。一般情况下，当借款人存在连
续3次逾期或1年内累计6次逾期时，银行会
认为借款人还款意愿不强、信用状态不好，存
在拒贷的可能。

征信报告查询情况。银行通过查看借款
人的信用报告查询次数，判断借款人是否存
在急于借款、多头借贷等情况。如果在 3 个
月内借款人有多次查询记录，银行一般会询
问原因。

征信报告还会全面反映个人基本信息，
诸如借款人婚姻状况、居住地址、工作单位、
职务等及其变化情况。“借款人征信报告上的
从业经历等信息，银行会很关注。”尚馥芬提
醒，如果借款人负债增加较多、新增逾期金额
较大或者连续逾期，银行会向借款人发出警
示，必要时根据合同约定可能提前收回贷款。

3种方式，可以查询个人征信报告
“上个月买车申请贷款，下载了个人征信

报告，没想到10多年前上大学时的助学贷款都
有详细记录。”在长沙一家餐饮企业工作的蔡
莉说，第一次看到个人征信报告，里面记录了
自己多年来的重要信贷事项，幸好都没逾期。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行和维
护的征信系统，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一
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都按照统一的
格式标准建立了“信用档案”。截至 2019 年
底，征信系统已收录 10.2 亿自然人、2834.1
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提供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7月，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共提供
个人征信报告查询服务 140 万笔、企业信用
报告查询服务4.3万笔。

据介绍，央行征信中心启动二代征信系
统切换上线后，二代格式个人征信报告增加
展示“个人为企业提供担保”“就业状况”“国
籍”“联系电话”等，并将展示共同借款、个人
水费、电费缴费信息。

个人的经济活动，变得愈发“透明”。
征信报告如此重要，个人如何查询？
记者了解到，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途径

主要有三种。一是现场查询，目前全国各类查
询点向公众提供柜台、自助终端查询服务，我
省自助查询机布设数量已有 370 台。二是互
联网查询，公众登录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查询。三是通过获得授权的商业银行
的网银、手机银行查询。

我省推动信用报告线上查询服务日常
化，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微信
公众号、商业银行网银等渠道，居民足不出户
能查信用报告。省内工行、建行、招行、中信、
广发、浦发已开通个人征信报告网银查询渠
道，工行、建行、招行、中行、浦发开通了企业
信用报告查询渠道。

“定期查询个人征信报告，看好自己的
‘经济身份证’，是对自己的一份基本责任。”
刘敏介绍，未来我省还将布设更多自助查询
机，方便民众查询。

管好自身财务状况，呵护良好
信用记录

“能否不降我的信用卡授信额度？”前些日，
接到总部位于北京的某银行信用卡部电话，在
长沙一家企业担任主管的何娜急了，她在该行
的信用卡20万元授信额度将被调降70%。

因急需钱用，何娜此前曾办理多张其他
银行信用卡，持续大规模透支近100万元。这
一情况被北京某银行监测并视为潜在风险，
直至该银行信用卡对何娜亮出红灯。

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形容易产生不良信
用记录？

“信用卡透支消费没按时还款；按揭贷款
没按期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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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欠
息逾期，都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湖南三湘
银行征信管理员黄喜凤说，为第三方提供担
保时，第三方没有按时偿还贷款，也可能形成
逾期记录。

黄喜凤表示，信用卡频繁大规模透支，多
张卡循环套用，容易产生风险。呵护良好信用
记录，要理性贷款，避免过度负债，一旦逾期
要立即补足。

“关心自己信用记录，防止发生未经授权的
查询，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避免他人盗用自己的
身份信息导致‘被贷款’‘被逾期’。”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一位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个人信息
发生变化后，要联系业务办理银行及时更新，不
要轻易把信用报告提供给其他商业机构。

一旦有了不良记录，是否还能消除？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

处长刘敏分析，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
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
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 5 年；超过 5
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5 年保存期限，从不良记录终止日开始
计算。如果借款人发生了逾期等行为，自还清
欠款后，不良记录还会被保存在个人信用报
告中 5年，5年过后不良记录才会被删除。如
果借款人的不良记录一直没有处理，那么该
记录将一直存在，不管是过 5 年还是 10 年，
不良信用记录都不会被删除。

刘敏表示，违规修改信用记录属于违法
行为。社会上一些打着“信用修复”的旗号、号
称“可以修改不良信用记录”的公司，民众要
提防受骗。如果确有欠款，个人要及时还款，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个人征信报告广泛应用于申请房贷、车贷、信用卡等经济活动，如同另一张“居民身份证”——

您的“经济身份证”，悉心呵护了吗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蒋叶子 米娜 刘章

9月7日，芷江侗族自治县梨溪口乡梨溪口
村格外热闹。

看到一辆车缓缓停下，按捺不住激动心情
的丹丹飞奔着上前迎接“远亲”。

“我考上大学啦！感谢叔叔阿姨们9年的坚
守和陪伴。”丹丹一边高兴地展示大学录取通知
书，一边对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爸爸妈妈团”的
叔叔阿姨们说。

看着眼前的丹丹，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工会
女工主任、“爸爸妈妈团”发起人杨湘玲不禁感
叹：“时间真快，一晃9年已过去，当年羞涩的小
丹丹，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啰。”

“爸爸妈妈团”与丹丹结缘于 2011 年。那
年，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爸爸妈妈团”公益团队
刚成立，主要针对贫困、儿童开展爱心帮扶活
动，为他们再安一个“家”。

“第一次见到丹丹，是在 2011 年 11 月。当
时,我们驱车 2 个小时,历经 146 个弯道才到村
里。”杨湘玲回忆，天气寒冷，但身材瘦小的丹
丹，穿着一双拖鞋，怯生生地看着志愿者，不语。

丹丹自幼父母离异，父亲因眼睛残疾只能
从事简单劳动，爷爷奶奶年迈且体弱多病，一家
四口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她十分争气，每学期
都能考年级第一名。“爸爸妈妈团”将丹丹确定
为长期资助对象，杨湘玲和丹丹结成对子，成了
她的“爱心妈妈”。

“比起物资，留守儿童更需要‘家’的温暖。”
杨湘玲说。2015 年暑假，“爸爸妈妈团”开展了

“关爱周计划”。期间，杨湘玲将丹丹接到了家
里，体验不一样的假期。

“那是我第一次看 3D 电影《捉妖记》，第一
次和‘杨阿姨’穿亲子装，第一次去凤凰旅游，第
一次体检……”丹丹一脸灿烂地说，她第一次看
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再一次感受到了母爱。她萌生了“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性格也越来越开朗。

2017年，丹丹参加了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童行中国”夏令
营。2018年初，“爸爸妈妈团”和丹丹之间的事迹，被改编成原
创情景剧《山果》，搬上了国家电网公司总部（北京）的舞台。

《山果》彩排现场，杨湘玲百感交集，不禁流下了眼泪。丹丹拉
着她的手说：“阿姨，别哭。”

去年 5 月，“爸爸妈妈团”和孩子们在芷江举行留守儿童
爱国主义教育体验活动。互动环节，丹丹给杨湘玲系红领巾，
还紧紧抱住了她。“有人说，志愿者付出了爱心。那一刻，我觉
得自己更多的是收获了爱。”杨湘玲说。

每年的母亲节，丹丹会打电话给杨湘玲，祝她节日快乐。
杨湘玲说，她有一个儿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大女儿”，姐弟俩
一见面，亲得很。

2017 年，丹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梦想。她说：“我想考上
大学，成为一名老师，像‘爸爸妈妈团’一样去帮助更多像我这
样的孩子。”今年夏天，她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被湖南理工学院
录取。

8 月 21 日，丹丹拿着一面写有“施援手情深似海，献爱心
恩重如山”的锦旗，来到国网怀化供电公司感恩。她还写了一
封《感谢信》给“爸爸妈妈们”。她说：“感谢你们9年的付出，在
我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愿意倾听我的故事，呵护我的梦想。
感谢你们走进大山拉起我的手，向我传递爱心和温暖，让我增
强了学习的动力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爱伴 9 年，梦想开花。”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崔先迤介绍，9年来，“爸爸妈妈团”累计温暖了 800余
名像丹丹一样的贫困、留守儿童，让平凡的梦想在心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湖湘社区，有
一家名为“贵族”的理发店，开业以来常常宾
客如云。这里不仅对所有顾客开放，还为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8 年来，已有近万人
次老人在这里享受免费理发服务。

店老板张清河，开店以来常常比别人工
作时间长，他不仅要服务店里的顾客，还要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8 年来，
他上门服务的老人约400人次。

“市青年创业者”“文明使者”……这 8
年，张清河多了许多身份。9 月 9 日，他兴奋
地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又光荣地成为一名
正式党员。“这是最让我骄傲的身份！我要在
公益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今年 34 岁的张清河，出生在一个农村
家庭。2002年，初中毕业的他便到理发机构
学习，3个月后出师。为了尽快上手，他在湘
潭雨湖公园附近摆地摊，为老人免费理发。

有一次，他不小心把一位老人的耳朵剪
出了血，老人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宽慰他：

“没事，大胆剪！”还有一次，他剪乱了一位老
人的发型，老人笑眯眯地鼓励他：“挺好！”

那段日子，不仅给了张清河成长的机
会，更让他感受到老年群体的温暖。那时，他
便有了一个梦想：将来要开一家理发店，为
老人免费理发。

经过 10 年打拼，2012 年，张清河开了
这家“贵族”理发店。开业第一天，他便在店
门口显示屏上打出“60 岁以上老人剪发免
费”的承诺。

“不会是为开店做广告吧？”“天下哪有
免费的午餐？肯定是先把人骗进去再收钱！”
刚开始，张清河听到一些质疑声。后来，渐渐
吸引一些老年人前来理发。

“是真的！不仅不要钱，还剪得好！”经过
大家口口相传，前来理发的老人越来越多。
每次理发时，张清河从不打听老人的情况，
不留对方手机号码，只是认真理发。“我也不
需要老人出示年龄证明，只要愿意来，就是
对我的认可。”张清河说。

“我邻居腿脚不便，可以麻烦你上门理
发吗？”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张清河。他二话
没说，第二天就带着工具上门。

为了不耽误工作，每当有上门任务，张
清河总是清早起床，在老人家里理完发后再
赶回店里。无论刮风下雨，只要答应了对方，
他就一定履行自己的诺言。

年复一年上门服务中，张清河收获了许
多感动。他曾坚持给几公里外的一位贫困残
疾人理发，附近一位理发店老板被他的精神
所打动，主动找到他，接过了这根爱心接力
棒。

还有一次，他给一位退休老师理完发
后，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给“80 后”张清河
深深鞠躬表示感谢，惊得他连连表示“受不
起！”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
做好事。”湖湘社区工作人员杨宁莉说，张清
河坚持爱心服务8年，令人感动。

张清河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只要理发店在，为老人免费理发就
不会停止。”

80后理发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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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老教师 感受新变化
9月9日，嘉禾县珠泉完小，退休老教师在参观校园。为庆祝第36个教师节，该校邀请

20余名退休老教师回到学校，通过座谈会、参观校园、重上讲台等形式，让老教师感受学校
新变化、新成就。 黄春涛 雷志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