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中午，阳光普照大地。看到游客涌
入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观景晒太阳，
一大一小两只野生猕猴也出来晒太阳凑闹
热，引发游客驻足观赏和喂食。

记者现场看到，香溪廊桥靠西普陀寺庙江边
的一片树林旁，有一处闲置民房。一只大猴子带
着小猴子在房顶上晒太阳，大猴子时而给小猴子
捉虱子，时而拉着小猴子的腿以防它乱跑。

在香溪流廊桥上经营小吃的王女士说，
只要天气好，猴子经常到附近觅食，而且和游
客越来越熟悉。

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三峡蓄水的
完成，长江蔺市段的平湖美景渐现，平时在美
心红酒小镇景区长江边的树林中也不时见到
各种飞鸟，加上猴子在此常驻，整个环境呈现
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

信用卡透支利率取消上下限 影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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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蔚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66183401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铭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0090466643
844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声明作废。
●人保财险第一营业部遗失空白非车险全打保单
一份；共三联。流水号：50002000022229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发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200603092
0007）财务章（2006030920007）未进入印章备案系统。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杨立军同志，通知你2020年1月9日回

公司返岗，未回公司返岗，由于你连续旷工超
过102天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劳
动用工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你已严重
违反公司纪律，公司现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注：我司将在15个工作日之内办理转出手续

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2日

通 知
陈明能510221197107215816：

我单位已于2020年12月31与你终止
劳动合同，请你于2021年01月15日之前
持档案袋、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身份证原
件等相关资料，到您户口所在地的就业局
进行失业登记，并办理申领失业金的相关
手续。如因个人原因造成后果一切自负。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0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猫洞正邦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fUOx2zoN8M
WHFvglvyebw（提取码：8v4d）。
2、查阅纸质报告及公众意见反馈联系电话：18580
302260（宋经理）；023-61160859（黄工）。
3、征求意见起止时间：2021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21日。

●重庆步云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6月20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22018811Q，特此公告。
● 重庆步云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001060219762，特此公告。

重庆聚元祥广告遗失重庆苏宁易购
（公司）开出的装修押金条收据
2000元整（大写：贰仟元整）票据号
171142FFIPT00065951，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
支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
票号 40050656；遗失车辆渝 AZH646 保单，保单号
805112019500112005460 单证号1910029772，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现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12TWL41，
法人：蒲发会，成立时间2020年 8月4日,登记机关：重庆市
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正副本申明作废！
●遗失重庆泰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渝C90P68
营运证，证号：500383027756，声明作废
●重庆海安运输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案自行刻制
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03210605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图录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章备案证明，作废
●遗失重庆名睿风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编号
5001127196297，合 同 专 用 章 ，编 号 5001127205661，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杰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688917246）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富宜便利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60252026,声明作废
●王雪梅遗失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37-1 铺位保证金收据，金额 32060 元，声明作废。
●全食记干活烤鱼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237762，声明作废
●夏国栋遗失重庆金地佳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
收据，收据号：JY0025387 金额 22795.71 元，声明作废。
●遗失李莲梅保险执业证 02000150011380020171200673 作废

遗失重庆艾莫斯电器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腾龙大道支行开立的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号：5005010700000
000018，核准号：J65300597957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两江新区智正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0MHUQ8M，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教
民150011270005669号)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及办学许可
证，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月13日

●遗失潼南区发达钢材经营部公章壹
枚 ，编 号 5002237046527，声 明 作 废

重庆东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统计东本·茶园企
业上谷D1幢工业配套倒班房认购情况的公示

东本·茶园企业上谷D1幢工业配套倒班房系重
庆东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本公司”）开
发物业，现东本公司发现存在有单位及个人通过重
庆嘉誉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认购的情形；为
了查明相关事实、维护合法权益，请所有已认购东
本·茶园企业上谷D1幢工业配套倒班房的有关单位
及个人，请于2021年2月10日前携带认购书、付款
凭证、收据等资料原件到东本公司（地址：重庆市南
岸区玉马路18号A9旁东本·茶园企业上谷招商中
心，联系人：朱春喜，联系电话：18696664630）登记。

特别说明：东本公司此次对有关单位及个人认购
情况的登记行为，并不视为东本公司据此对相关认
购行为的认可。特此公示！

重庆东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0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信用卡透支利率全面“松绑”

央行近日发布通知称，自2021年 1月1日
起，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这
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信用卡透支利率可由发
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

至此，不少常使用信用卡“买买买”的消费
者才关注到，信用卡透支利率原来还有上下限。

其实，相关改革早已开始。早年，各家银
行信用卡的透支利率还都采用固定利率——
日利率万分之五。2016年，央行发布通知，自
2017年 1月1日起，对信用卡透支利率实行上
限和下限管理，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
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0.7倍，这一区间相当于
年化利率12.6%至18%。

时隔 4年，信用卡透支利率管理全面“松
绑”，是何考虑？

“为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的
通知只有这短短一句话解释，但背后有深意。

近年来，信用卡市场日益发展，风险管理
体系逐渐完善，推进信用卡利率市场化的条件
已基本成熟。加之，当前新发放和存量贷款的
定价基准转换已经顺利完成，进一步推动信用
卡市场的利率改革已是水到渠成。

优质客户或将获得更多优惠

利率下限放开，信用卡的透支利率会大幅

下降吗？
业内人士指出，透支利率市场化定价后，

银行需要根据资金成本、信贷资源、市场策略、
风险偏好等进行合理定价，调整透支利率。

“目前，不少银行的信用卡透支利率都采
用的是上限，也就是万分之五，一些中小银行
有优惠打折，但很少有用足下限的。”招联金融
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下限放开并不意味着

透支利率会很快跌破原来的下限。但未来信
用卡透支利率将更加差异化，透支频率和金额
高、信用良好的客户，或将获得更优惠的透支
利率。

在他看来，放开上下限之后，预计央行仍
将通过自律机制等方式，引导银行保持良好的
竞争秩序，银行也不会打无底线的“价格战”。

值得注意的是，透支利率和分期费用不是

一回事。
“刚用信用卡分期购买了一台电脑，政策

就调整了，我是不是亏了？”北京市民王女士心
存疑问。

对此，专家表示，此次调整的是信用卡透
支利率，和分期手续费不同，不会对分期还款
产生影响。目前信用卡免息还款期大都是五
六十天，免息期后持卡人无法全额还款，才会
产生利息。分期手续费则是根据分期期数收
取固定比率的手续费。

持卡人应理性借贷消费

当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参与机构众多、
发展迅猛，花呗、京东白条等互联网消费金融
产品持续发力，银行信用卡面临的挑战不言而
喻。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
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7.66亿张，环比增长1.29%。银行卡授信总额
为18.59万亿元，环比增长3.80%。

业内人士指出，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下
限管理，将有利于发卡机构自主决策，为持卡
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在与其他消费金融机构，
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竞争中增强吸引力。

“政策调整并非针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产
品，但确实会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对消费金融
市场产生影响。”董希淼表示，此前花呗等互联
网消费金融产品下调了部分年轻用户的信用
额度，信用卡机构灵活的定价策略将有益于增
强信用卡对年轻客户群体的吸引力。

不过，专家提醒，尽管发卡机构将发力拓
展客群，针对部分优质客户推出优惠利率，但
持卡人应充分分析自身还款能力，理性借贷消
费。

据新华社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发布《关
于调整从事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
产权交易机构的通知》（国资厅产权
〔2020〕333号），重庆联交所集团正式获
批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资质，服务中
央企业权益类交易（产权转让、企业增
资）及实物资产转让，成为全国五家之
一、中西部唯一具有中央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全牌照”的产权交易机构。

据悉，成立以来，重庆联交所集团
围绕服务国资国企改革中心，充分发
挥产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优
势，服务中央和地方国资国企改革重
点工作，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交易规模、
平台影响力、市场辐射力在行业中名
列前茅。已累计服务国资国企项目 6
万宗，交易金额 2800亿元，服务中央企
业覆盖全国，创造了多个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经典项目。

重庆联交所获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全牌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携程近日发布了《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费
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者从报告
看到，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家庭亲子出游
频次由2019年的 2.7次下降至2.4次，但相较
于其他主题旅行，亲子游品质提升更加明显。

根据报告，记者看到，在2020年亲子游成
人客群中，“90后”父母正在逐渐成为主角，占
比提升至32%，“80后”父母占比为41%，个性
鲜明的“90后”、“80后”父母更愿意带娃出门
放飞自我。在亲子目的地选择中，拥有丰富自
然人文资源以及大型主题乐园的城市更受家
长青睐。上海、成都、重庆、北京、广州、三亚、
杭州、海口、南京、深圳入围前10，知名亲子目
的地热度不减。

此外，随着国人在旅行过程中，“精品化”、

“主题化”趋势愈发明显，“品质酒店”也随之成
为亲子游的重要组成。

事实上，当下亲子游市场火爆的背后，是
家长对于“带娃出游”观念的转变。对于这一
代年轻父母来说，亲子游不再是“带孩子出
门旅行”而是“通过旅行让孩子认知世界”，
是重要的寓教于乐方式，同时也是父母与孩
子的沟通桥梁。

随着亲子游用户决策的线上化
趋势以及对于内容需求多样化，上
携程社区查攻略，看游记几乎成为
行前准备工作之一。加之商家品牌
也希望建立与用户的直接、顺畅的
互动渠道，以完成私域流量的沉淀、
转化，携程星球号便应运而生，而长
隆星球号也是携程首个同时聚合品
牌产品、内容、活动的官方星球号。

1月12日，记者获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出台《重
庆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广告发布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从广告的发布资质、审核责任、
提示标注、代言准则、允诺约束、限制权利、促
销优惠等7个方面，对广告行为进行规范。据
悉，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规范装饰装修领域
广告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据介绍，由于装饰装修资质是营业执照的
后置，部分装修装修企业在未取得装饰装修
资质就开展经营活动，发布有关装饰装修广
告。《规范》要求发布装饰装修广告，必须取得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建筑业企
业等相应资质。未取得有关资质证书的，广
告发布者不得审查通过，不得发布。

同时，《规范》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审核装饰装修广告时，应当依法查验有关

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广告内容不符
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
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
发布。

针对有的广告发布者将广告与新闻栏目
混淆，导致消费者分不清究竟是新闻宣传还是
商业广告的问题。《规范》要求发布装饰装修广
告须在广告页面、画面的醒目位置标注“广告”
提示用语，视频广告应当全程持续标注，音频
广告应当在广告前和广告尾用语音提示。

为防止装饰装修广告虚假代言，《规范》
要求广告必须客观真实，代言人必须是完整
接受过该装饰装修企业服务的真实客户。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审核装饰装修广告，应
当查验代言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消费合同复
印件、授权证明等证明材料，并登记代言人的
住址、联系电话等，作为广告审核资料一并存
入广告业务档案备查。

一般情况下广告属于要约邀请，装饰装修
企业在广告中对涉及产品、材质、价格、数量、

优惠内容、赠送商品或服务、工程质量、环保指
标等具体确定的允诺事项应当视为要约。但
有的企业在广告宣传中任意虚假夸大，在签订
正式合同时“埋坑”、“套路”，不将广告宣传内
容纳入合同。声称广告宣传仅为要约邀请，不
履行广告中具体确定的允诺事项，侵害消费者
权利。《规范》明确广告内容中应当含有广告主
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时受该允诺事项约束的用
语。广告允诺事项构成要约要件的，要求在广
告页面、画面的醒目位置标注“本广告允诺事
项 属于要约”及其类似的声明。

《规范》要求广告涉及价格描述的，应当
为实际销售价格，不得误导他人交易。对折
价优惠要标明折价、减价的基准，规制虚构原
价、虚构降价、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违法行
为。还要求不得含有减轻或免除装饰装修企
业责任，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不公平不
合理内容。如宣称广告的最终解释权归装饰
装修企业，所有广告信息不代表对装饰装修
事项作出承诺等。

“感谢你们的关心和帮助，现在我已经领到
了低保金，虽然只有620元，但是这对我们家来
说真是雪中送炭……”1月12日，家住大渡口区
春晖路街道新华社区的低保困难家庭董运福介
绍，有了社区的帮助，让他心里倍感温暖。

在去年10月中旬，新华社区工作人员在开
展人口普查摸底时，了解到今年45岁的董运福
离异后独居在此，孩子在外上高中。交谈中社
区工作人员了解到，董运福原是一名汽车修理
工人，因为生病，辞职在家后一直没有找到工
作。去年11月中旬，董运福在医院被诊断为小
脑萎缩，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治病，一家人四
处求医，欠下了债务。得知董运福的家庭情况
后，新华社区将他纳入了社区困难帮扶群众名
单，并为他申请了低保，并积极为其办理手续。

社区帮困难家庭申请低保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重庆成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我市率先出台装饰装修广告规范
广告醒目位置应标注“本广告允诺事项属于要约”的声明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严薇 实习生 宋沁泽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取消了信用卡
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引起消费者关
注。信用卡透支利率“松绑”将对你我生活有
何影响？又将给信用卡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