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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企业吗？
创业培训班帮你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70条线路带你探寻秋季“收获密码”
线路覆盖38个区县，分粮食体验、牧场观光、蔬菜瓜果采摘等六类

我市深化普通高校专业设置改革 要建30个国内一流专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谭柯 实习生 伍凤秋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扫码关注长江财富微信扫码关注重庆银行微信

80后小家理财有窍门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随着80后渐渐步入婚姻的殿堂，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生活压力和负担。因

为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财富还处于积累和发展初期，在这一时期如何实现小家财富的保值增值，就成

为一门迫切的“必修课”。提到理财，大多数80后会认为这门学问深奥得让人毫无头绪，其实，小家理财不

是繁琐复杂的内容，而是有步骤可循的。就让重庆银行理财师苏渝来为“80后”专属设计理财攻略吧！

当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时
候，大家一定会考虑改善居住环
境，改善出行环境，于是房子、车子
就成了每一个“80后”小家都不可
回避的一个话题。所以当资金积累
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多了解贷款买
房、买车的相关知识。只要利用好
一些贷款政策与还款方式，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自己安
居乐业的大计。

目前重庆银行不但可以办理

基础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类
贷款，更有多重多样的信用卡分
期业务可供选择，不需要抵押，
只要您符合条件便可以申请办理
信用分期，可满足您家装、购车
和购买车位等种种需求，时间灵
活、办理便捷，手续费用相也当
优惠哦！

成功的投资，才能帮助自己的家
庭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但在投资
面前，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正所

谓“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重庆
银行产品丰富，种类繁多，如有需求
请咨询各大网点或详询96899客服
热线。

攻略四
用银行的钱，理自己的财

理性理财的第一步，就是 4个
字：开源节流。

既然短时间内快速开源无望，就
只有先在节流上下功夫。所以没钱
理财的第一步就是节制消费。而节
制消费的第一步，就是记账。

目 前 手 机 记 账 软 件 种 类 繁
多，软件内分类明确，也可根据自
己需求适当增减，较传统纸质记
账方式来说更加便捷，也能将每
月每年的消费情况制作成图表，
更加一目了然。

不瞒大家说，小编使用手机记账
软件已有两年了，之前一直觉得每月
月光得有点儿“懵”，记账之后每样消
费都能清楚知晓，也让我在之后的生
活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花销，可以
说是相当的有效。

攻略一
坚持记账，量入为出

虽然储蓄的利息不高，但在学会
其他更好的理财方法之前，安全、低
风险的储蓄依然是小家成立初期理
财方法的首选。

在银行内存一笔备用金，可以
最大限度地保障家庭免受突发事件
的侵袭。在突发事件来袭之时，这
笔备用金便可以挺身而出，帮助我

们渡过难关。不仅如此，为下一代
的教育所准备的积蓄以及为父母准
备的养老钱，都是可以通过储蓄得
来的。

重庆银行目前储蓄类产品较适
合的有“幸福存”存款产品，该产品除
了有“月月拿利息、利息靠档计、本金
随意提”等特点外，在保持目前市场

上存款类产品较高利息的前提下，若
每月利息不使用可在重庆银行卡内
开通“梦想存”业务，使每月利息自动
扣存为零存整取，增加收益；也可开
通“爱随意送”功能，使每月利息定期
定额免费跨行跨省转账，也能在定期
为父母献上一份孝心的同时做到省
心省时省钱！

攻略二
储蓄是最简单的理财方式

当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规划与记
账后，自己小家厚厚的保险安全垫也
已经备好了，摆在“80后”小家面前的
问题就是：应该如何使家里节余的现
金保值增值？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根据自己

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承受度，选择
一些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重庆银
行在售理财产品也种类繁多，目前
开放式理财产品与封闭式理财产品
皆有，理财期限较为灵活，在保障
资金灵活的同时也可获得高于存款

产品的收益，产品多为中低风险的
非保本浮动型，在规划时可适当配
置。

若每月也有固定的零散资金，也
可通过重庆银行各渠道办理基金定
投业务，提高综合收益。

攻略三
寻找适合自己小家的理财工具

重庆商报讯 9月 14日至 23日，大
渡口区建胜镇今年首期 SYB 创业培训
班，在镇四胜村村委会大教室成功举办，
共有59名学员参加此次为期10天的创
业培训。

据悉，SYB创业培训是大渡口区贯
彻落实国家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一项重要
就业促进工程，随着SYB创业培训在大
渡口区的扎实推进，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政策的配套跟进，有效解决了有志创业
者创业初期遇到的创业知识欠缺和启动
资金不足，使以培训促就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的就业促进模式得到有效推广。建
胜镇对今年对创业培训工作加大政策宣
传，引导更多有志创办自己企业的人员
通过参加SYB创业培训，教导学员创办
企业、管理企业的系统知识。同时完善
后期贷款政策的扶持，促使学员在培训
中转变就业观念，激发他们的创业意识，
掌握创业技能。

重庆商报讯 金秋时节，漫
步在乡村小道，俯视田间的硕果
累累，远处孩子们嬉笑声不绝于
耳……昨日，市农委举行2017年
度巴渝·醉美乡村秋季“收获体
验”精品线路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本次正式推出70条秋
季体验路线，包含227个休闲点，
覆盖38个区县。

据市农委副主任高兴明介
绍，秋季乡村游紧扣“收获体验”
主题，分为粮食体验、牧场观光体
验、蔬菜瓜果采摘等六大类线
路。并准备了一键导航、附近农
场耍事等服务。

70条精品线路任你选

在重庆，农村面积占95%，山
地丘陵占98%。气候湿润，雨量
充沛，复杂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丰
富的物产。“此次秋季巴渝·醉美
乡村精品线路推介共有 70 条线
路227个休闲点供市民们选择。”
高兴明告诉记者，本次推介分为
粮食“颗粒归仓”体验、牧场“速度
与激情”观光体验、“开心农场”采
摘蔬菜体验、“缤纷水果任你摘”
体验、生态渔场“浑水摸鱼”和国
粹中药材“小小中医”六大特色线
路。市民可根据需要选择线路，
游玩形式丰富。

高兴明表示，游客可参与农
耕秋收，当“牛仔”抓“飞鸡”，捉螃
蟹采中药，还能到蔬菜基地的“开
心农场”认领一块土地，种上自己
喜欢的蔬菜，体验劳动和收获的

快乐。

提供全方位旅游指南

“市民可在‘巴渝·醉美乡村’
网站查询线路的情况介绍和各个
休闲点的联系电话。”高兴明介
绍，秋季精品线路等相关信息已
经上传到了网站，市民可点击网
站首页上面第一个动态地图查
看，可点击线路标题进入相关线
路链接。

同时，市农委还将按照农事
活动时间表，及时把适合近期体
验的线路推送到市农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渝农汇”上面，市民关注

“渝农汇”后，可以接收到推介线
路，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进
行互动。

此外，市农委还结合微信应
用“小程序”，开发了方便实用的

“巴渝醉美乡村”小程序，可以发
现离自己最近的农场有哪些耍
事，还可以按分类查看线路，并能
使用网络地图导航到达，非常方
便。

■推荐线路
粮食“颗粒归仓”体验
重庆是国家粮食产销平衡

区，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常年在
3300 万亩以上。有合川、江津、
大足等 10个国家级产粮大县和
520个重点产粮乡镇。这个季节
收获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
米、红薯、马铃薯等。可以到醉美
乡村去参加农耕秋收活动，让粮
食“颗粒归仓”，体验不一样的乡
村旅游。

牧场“速度与激情”观光体验
重庆是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

区，有荣昌、合川、江津等23个生
猪优势基地区县；丰都、石柱、梁
平等14个肉牛重点生产区县；酉
阳、云阳、巫溪等 12个肉羊重点
生产区县，忠县、石柱、开州等18
个兔重点生产区县。可体验“小
猪快跑”、牧场“牛仔”、抓“土飞
鸡”等多种耍事。

“开心农场”采摘蔬菜体验
重 庆 全 市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1120 万余亩。建设有以潼南、
璧山、铜梁为重点的渝遂高速公
路沿线时令蔬菜产区，和以武
隆、酉阳、巫溪为重点的高山蔬

菜产区，涪陵榨菜、江津花椒、武
隆高山蔬菜、石柱莼菜等特色产
品畅销国内外。

“缤纷水果任你摘”体验
秋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美

味可口的养生水果非常多，可以
采摘的品种有猕猴桃、龙眼、无花
果、火龙果、柑橘、葡萄等。市民
可到北碚、江津、永川、南川、万盛
等区县体验采摘乐趣，让国庆节
过得更加惬意。

生态渔场“浑水摸鱼”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渔业

资源十分丰富，全市有渔业专用
塘约 50 万亩，水库 40 多万亩，
江河水面 220 多万亩。重庆水

产品年产量达到 50 万吨，最常
见的鱼类有青、草、鲢、鳙等 20
余个品种。大足区铁山镇小龙
虾基地规模大，可以体验钓龙
虾，烹美食。

国粹中药材“小小中医”体验
重庆历来是“川药”集散地和

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云阳乌天
麻品质出众。目前，全市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 184 万亩，市民可以
到现场亲自体验中医药文化、旅
游观光、购买养生产品。

市民在江津石笋山采摘猕猴桃 通讯员 黄柏添 记者 邹飞 摄（资料图片）

重庆商报讯 昨天，市教委发
布《重庆市深化普通高等学校专业
设置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
出，要减少和淘汰市场需求度不高
的专业，用3至5年时间逐步将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等门类专业与理工农
医等门类专业的在校生比例调整到
4：6。同时，建成国内一流专业30
个，市级骨干专业150个、特色专业
点260个，特色专业群70个，涌现
一批国际排名靠前的专业。

新建本科
重点发展应用型专业

《意见》提出，要尽快完成全市
高校专业发展规划制定。增强人
才培养与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的
适应性。组织专家对高校专业建
设与发展规划进行审核，审核结果
作为高校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

推行高校专业设置分类管
理。普通本科院校重点发展特
色、优势、交叉复合、空白新兴专

业，特别是高新科技类或产业需
要的人文类专业，不再举办普通
及成人高职专业。

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
独立学院重点发展应用型、技术
型专业。高职（专科）院校重点发
展适应行业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
型专业。

重点培育一批
“新工科”专业

市教委表示，将实施专业调

整四大支持计划。实施重点专业
培育计划，重点培育一批跨界融
合“新工科”专业，抢占专业建设
制高点。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提高
理工科专业在校生比例，着力培
养跨界融合的杰出创新人才和应
用型人才。

实施紧缺专业发展计划，
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急需的专业。支持有
条件的高校选择国外优质教育
资源合作办学，着力抓好与国
家和重庆产业紧密对接的相关

专业建设。
实施传统专业改造升级计

划，打造一批优势和特色专业，
原有专业对应岗位发生变化的
专业要向相近专业转换或逐渐
淘汰。

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
建设创新计划，加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专业建设，努力构建服
务国家和地方需要的哲学社会科
学专业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的价值引领功能和国际话语
权地位。

重庆商报讯 自9月1日以来，我市
降雨量较常年偏多。市气象台预计今明
两天，我市仍将持续降雨天气，长江沿线
以北地区小雨到中雨，其余各地以阴雨
天气为主，受降雨影响，未来三天全市最
高气温难超28℃。专家提醒，未来降雨
仍将持续，市民应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山
体滑坡等灾害。

秋雨一来，天即凉，受雨水影响，昨
天的气温较前天有明显下滑。下午 16
时，除东南部以外，其余大部的最高气温
普遍都低于25℃，较前天同一时间下滑
了5到10℃左右。其中，城口最凉，气温
仅17.3℃。主城区16时最高仅21.2℃。

城口不仅气温最低，秋雨还特别猛，
截至16时，累计降雨达71.6毫米，达暴雨
量级。此外，城口的明通镇、坪坝镇、双河
乡、修齐镇出现了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另据市气象局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9月1日至26日，我市平均降雨量为
180.2毫米，较常年同期多下了79.5毫米
雨水。日照时数更是低至62.3 小时，是
自1951年以来日照时数第四低值。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中雨到大

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
雨。大部地区气温 17～24℃，城口及东
南部16～25℃；主城小雨，19～22℃。

明天：各 地 阴 天 有 阵 雨 或 分 散 阵
雨。大部地区气温 17～25℃，城口及东
南部 16～23℃；主城阴天有分散阵雨，
20～23℃。

后天：长江沿线以北地区阴天有阵
雨，东北部部分地区中雨，其余地区阴天
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大部地区气温
18～28℃，城口及东南部 16～26℃；主城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20～25℃。

未来三天降雨持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广告

好山好水好风光·秋天游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