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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从 3月 26 日开始，支付宝
信用卡还款将开始收费。公告称，2000元以
内依然免费，超出2000元的部分，按照0.1%
收取服务费。

对此，支付宝之前表示，收费的原因是“综
合经营成本上升较快”，调整信用卡还款的服
务规则是为了减轻部分成本压力。由于信用
卡还款通道比较多，目前也还存在网银等免
费渠道，因此，支付宝的调整对用户影响有
限。

对信用卡还款收费，支付宝并非首家。就
在去年，微信曾两度调整信用卡还款收费标
准，最终定为还款金额收取0.1%的服务费。这
也不难看出大势所趋，但就在微信支付、支付
宝相继退出免费时代之际，还是有部分APP的
羊毛还可以薅，如京东金融、美团支付、苏宁金
融、银联云闪付、度小满金融、翼支付、拉卡拉
等平台对信用卡还款服务费用为0。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律师认

为，任何行业都不存在永远的免费模式。对
于互联网＋行业来说，在用户最初接触到互联
网社交、移动支付等生活便利时，为了增强竞
争优势，提供免费模式，在用户养成习惯后，再
逐步推进盈利模式，收回前期投入成本。

李旻指出，之前的网约车补贴亦如出一
辙，长期补贴不符合商业规律，补贴结束后，
养成网约车习惯的用户在权衡去留的同时也
为平台筛选出最有效的客户群体。移动支付
行业也是一样，用户支付习惯养成后，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成为移动支付的主流。此前微信
官方就曾表示，每一笔还款背后都会产生支
付通道手续费，为了使广大用户享受部分免
费的产品体验，腾讯财付通一直在投入成本
进行手续费补贴。免费服务带来的巨大交易
成本和人工费用并不能降低平台的边际成
本，相反会不断提高平台的运营成本，支付宝
此次收取还信用卡的手续费也是商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李旻表示，随着用户为网络音乐、在线视
频等互联网服务付费意愿的不断提升，互联
网企业逐渐认识到免费服务不再是吸引用

户、增强竞争优势的唯一手段，正如支付宝在
公告中提到的那样，“收费意味着更高的服务
水准”。对目前的移动支付行业来说，服务是
否收取手续费并不影响用户去留，通过提升
自身服务质量来守住市场份额，吸引有效客
户群体，更有利于互联网企业的持续发展。

互联网行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参与市场
竞争，其服务费用也会随市场变动趋于合
理。李旻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信用卡还款
通道诸多，具体方式在于个人选择，且大额还
款用户可以选择通过银行网银等渠道免费还
款，显然支付宝的调整对用户影响不大。而
商业银行长期受移动支付行业冲击，虽然也
开发出银联云闪付等产品，联合手机厂商推
出 Apple Pay、Samsung Pay 及 Hua-
wei Pay等支付方式，但受用户长期交易习
惯影响，在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竞争中一直
处于劣势。微信、支付宝在提高还信用卡的
手续费用后，商业银行免费还款的政策使其
在信用卡还款方面则具有绝对优势，有利于
银行机构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健康发展，与我
国经济市场政策相符合。

支付宝还信用卡开始收费 免费移动支付红利期终结？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人均花费2.1万 游学市场规模300亿

三亚西安拉萨部分航班已无机票
26日上午，记者在携程旅游网查询，发现

国内旅游城市4月 29日、30日的部分航班机
票已售罄。4月29日，重庆到三亚的机票没有
优惠，均是全价，而上午10点左右的部分航班
机票已售罄。其他旅游城市，如西安、拉萨、青
岛等城市机票，在4月 29日和 30日两天同样
紧张。

“五一前后三天，我们到三亚、西安等旅游
城市的机票，到目前已经销售了9成。”西部航
空机票销售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制定增加航
班的航线。

华夏航空机票销售中心负责人表示，4月
29日和30日，从重庆出发，到呼和浩特、海口、

杭州、西宁等城市的机票折扣都在9成以上，部
分城市的航班机票已售罄。目前，华夏航空也
在考虑增加部分航线的航班。

线下门店客流量是去年同期的5倍

“五一连放4天假的消息一出，从当天中午
开始，携程旅游门店的咨询量暴涨。门店人员
电话、微信两头的消息传递声也不绝于耳。心
急的客人，直接来到店里开始咨询心仪的产
品。”携程渠道事业部的统计显示，上周五以
来，全国不少城市都出现排队报名的热闹情
况，有的门店晚上11点还有人在咨询下单。主
要是担心出境游产品库存不足、价格上涨。特
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杭州、成都、
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的市民积极性最高。

据统计，放假发布后的这个周末，除了旅
游APP的在线流量暴增，线下门店客流量也达
到去年同期的5倍。从跟团游、自由行到定制
游，是游客咨询的重点。需要提前准备的出境
游是报名的主力。

马尔代夫等部分出境游线路售罄

一位携程门店的店主介绍说，放假消息公
布的当天，自己和几个员工从上午10点左右开
始忙碌，到下午3点左右，连午饭都没来得及
吃。原来五一还只有一天假期，人们大多选择
不出门，突然变成4天，很多人都会想去稍远的
地方出行，来门店咨询的人数是往年的四五
倍，并且已经有人下单，除了去周边国家，中
东、欧美也有人报名。由于一些线路是按照五

一放假一天计划，导致部分出境游热门线路一
度售罄，如普吉岛、马尔代夫等热门线路。

客流大增让旅游企业一度措手不及，紧急
增加产品和库存。业内人士提醒市民，总体看
五一旅游产品库存可以比较快地得到补充，不
用担心无法报名。

距离近、签证方便的东南亚目的地是大家
咨询的热门。多数进店市民是利用年假的便
利，多请了两三天，凑成一周左右的长假，准备
和朋友家人外出游玩散心。

携程出境游业务负责人肖吟元表示，国外

长线路目前很难再做出调整，地接资源、机票、
酒店都需要提前几个月采购控货。出境短线
如东南亚、日韩、中国港澳等地预计五一期间
需求会大幅上涨。旅游预订价格预计会有
10%左右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一期间，由于日本
当地地接、酒店资源水涨船高，赴日旅游产品
的价格将进一步上涨。记者从携程了解到，目
前还有部分产品未涨价，例如“日本大阪+京
都+奈良6日5晚半自助游”，2人即可成团，五
一期间价格在6000元左右。

五一放四天假 部分航班机票和出境游产品售罄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尽管距离五一假期还有一个
月时间，因为今年五一放4天假，
许多消费者已纷纷开始制定旅行
计划。26 日，记者查询发现，国
内旅游城市4月 29日、30日的部
分航班机票已售罄，出境游到普
吉岛、马尔代夫城市等部分游线
路售罄。

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2020年亮相重庆欢乐谷 金融知识讲座助居民投资理财

重庆商报讯 3月26日，重庆欢乐谷2019
品牌发布暨超级飞侠IP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隆重
举行，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旗，
奥飞娱乐集团副董事长蔡晓东，奥飞娱乐集团副
总裁、首席战略官李斌，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姚军等出席活动现场。

会上重庆华侨城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飞娱乐）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将携手
打造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并推出“游
娱演购”系列精品亲子文旅项目。重庆欢乐谷还
发布了“玩你没玩过的”2019年品牌全新策略，
及“666”新产品矩阵，承包游客全年欢乐。

《超级飞侠》，是中国最具实力的民族动漫
文化产业集团——奥飞娱乐旗下国产原创动漫

的头部IP，深受儿童喜爱。重庆华侨城与奥飞
娱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将在重庆欢乐谷内
联合打造国内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还原
奇幻的动漫世界，并于2020年同游客见面。

《超级飞侠》向小朋友们所传递的勇敢、友

爱、善良和不断探索的文化精神，与欢乐谷倡导
阳光积极、乐观向上、不断创新的精神不谋而
合。重庆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丰表示：“我们没
有引入国外IP，而是选择了本土原创IP，是我们
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同时‘主题公园+知名IP’的
结合也将为华侨城文化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模式
及方向。”

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的落地，将吸
引西南甚至全国游客的目光，为重庆再添一个独
家IP打卡地，助力重庆城市文化旅游品质的进一
步提升，为着力打造重庆高品质旅游，全力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贡献。

会上，重庆欢乐谷同时发布了2019年全新
“666”品牌产品，从设备到节庆到活动全面升级，
注入山城故事IP，从硬设备体验走向软性情感主
题体验，全年欢乐不停，玩你没玩过的！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重庆商报讯 日前，大渡口区九宫庙街
道创新社区社工室在仁有逸景三七小区开展

“社工行千里，服务进万家”宣传活动，邀请居
民130余人，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并开
展了金融理财知识讲座等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分为新城医院免费体检，
老吾老服务中心进行理发、剪指甲，社工知
识讲解，以及理财知识讲座等数个小板块。
活动期间，参与人数最多的还是社工知识小
问答，居民通过社工讲解社工事迹和服务内
容，找到社工提出的知识问答的答案，回答
正确就能兑换到小礼品。在理财知识讲座
上，志愿者为参与居民普及了大量关于理财
投资的基本知识，并就股票、基金等投资相
关途径为居民们进行了细致介绍。最后，志
愿者们还对防范金融诈骗进行了宣传。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仪式现场

重庆商报讯 日前，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2018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
诉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全年受理的投诉
案件数同比增长38.36%，仅次于2017年受理
的投诉案件数同比增长48.02%。

其中，2016、2017 两年内受理的投诉案
件持续上升，2017 年增长率近似 2016 年增
长率3倍为六年来最大增长；2018年增长率
有所回落，仅次于2017年，得益于《电商法》
的出台倒逼电商经营者为更好的适应《电商
法》提前做好行业规范约束自身以及多个监
管部门加强电商行业监管力度。

报告显示，2018 全年，国内网购投诉占
全部投诉55.19%，比例最高；商家和平台间纠
纷、跨境网购投诉、网络订餐投诉、网络支付投
诉等位居2－5位。具体来看，全国电子商务
TOP5热点投诉问题为退款问题（18.46%）、商
品质量（8.25%）、发货问题（7.99%）、网络欺诈
（7.75%）、霸王条款（5.56%）。

去年电商投诉增长近4成
退款难问题成老大难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重庆商报讯 26 日，携程旅行网发布消
息称，携程针对12—16周岁人群，正式推出一
项壮游（Ctrip Grand Tour）计划。将追溯
人类文明历史、探究华夏文明起源作为贯穿
旅游产品的主线，主打文旅游学、实地课堂、
名师带队等概念，帮助青少年树立国际视野
和文化自信。

游学市场规模在300亿

携程《2019游学报告》估计，目前游学市

场规模在300亿人民币，每年有200万人参加
游学。

以 2019 年寒假游学数据来看，同比去
年增长80%以上，出国游学人均花费2.1 万，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新加坡最为热
门。而在出发城市方面：游学十大出发地分
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成都、武
汉、重庆、西安、南京。

最高花费超过10万元

为孩子游学，各地家长不惜一掷千金。
携程数据显示：北上广、重庆、西安、深圳、南

京、武汉等城市的家长更愿意在孩子游学上
投入重金。从最高订单金额来看，冬令营游
学的最高订单分别来自上海游客和深圳游
客，分别花 13 万元和 12 万元预定了澳大利
亚、美国的亲子游学线路。此外武汉、西安、
重庆、北京等地游学订单最高花费也超过10
万元。

携程游学平台总经理张洁表示：在游学客
群年龄层次上，10—15岁占比最高，达到5成
以上。而在游学主题方面，可分为文化游学、
科技类游学、社交类游学、户外类游学、志愿
者游学、考学类游学等，其中，文化类游学需
求最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3月 26日，成品油分析机
构介绍，本计价周期以来，利好及利空消息呈
现交织局面，国际油价表现震荡，但变化率始
终处于正值范围内，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调
整上调概率较大。28日将迎来第五次上调。

受原油走势影响，本计价周期以来，原油变
化率在正值范围内窄幅波动。据卓创资讯监测
模型显示，截至3月26日收盘，国内第8个工作
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2.52%，对应汽柴油上调
82元/吨，调价窗口为3月28日24时。按照目
前测算幅度折合升价为92#汽油及0#柴油分别
上调0.06元，0.07元。若本轮成品油上调政策
落实，将是2019年内第五次上调，按照目前幅
度测算，汽油累计上调或在752元/吨，折合升
价为92#汽油上涨0.59元；柴油累计上调或在
727元/吨，折合升价为0#柴油上涨0.62元。

92#汽油明日每升或涨0.06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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