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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 20
日，重庆银监局在2017年重庆银行业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中透
露：我市已按照国家相关部委的要求，全
面叫停了各类网络平台的校园贷业务，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
生发放贷款。

从2014年起，网贷开始流行于大学
校园。在零担保的情况下，在校大学生
只需动一动手指，填上相关资料，就能体

验一把有钱任性的生活。对不少大学生
而言，这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然而，随着通过网贷平台贷款的大
学生越来越多，校园网贷欺诈、高利贷和
暴力催收等乱象也逐渐暴露，给校园安
全和学生合法权益带来严重损害，造成
了不良社会影响。

2016年，银监会、教育部等部委联手
出击，重拳整治校园网贷，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仍未根治乱象。今年6月，银监会、

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决定进
一步加大校园贷监管整治力度，从源头
防范和化解校园贷风险。据此，我市全
面叫停了各类网络平台的校园贷业务。

尽管如此，近段时间，仍有部分机构
不顾政策禁令，继续违规向大学生放
贷。针对这种情况，重庆银监局提醒大
学生：目前，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的合法主体，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大学生应注意树立正确消费观，切忌盲
目追求高消费。若发现身边有同学在从
事非正规校园贷的校园代理，应当及时
劝阻，也可通知老师或学校。大学生如
果已经借了非正规校园贷，一定要立即
告知学校和家长，尽早协商解决，避免问
题恶化；如果和非正规校园贷机构发生
纠纷或遭遇对方威胁，应当立即报警，寻
求警方帮助；如果协商难以解决，可以通
过民事诉讼，求助法院解决。

我市叫停校园网贷业务
大学生如与非正规校园贷机构发生纠纷，应立即报警

监管部门叫停校园网贷，赢得了一
片叫好声。但大学生的信贷需求依然存
在，今后，谁能给他们放贷？

庞大的大学生信贷市场

近年来，大学生消费呈现出多元化
趋势。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还
有社交、购物、通讯、培训和创业等方面
的需求。而这些，都需要钱。

艾瑞咨询今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显示，2016年，我国大学生消费市场规
模高达4524亿元。

一边是庞大的消费数字，一边是尴
尬的事实：大部分大学生从家里拿到
的钱不够花。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曾对
全国1250名大学生进行过调查，七成
以上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每月生活费
在2000元以下，有过生活费不够用的
经历。

“这一高一低，催生了大学生的信贷
需求。”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廖成林认
为，还有部分大学生缺乏正确消费观念，
不顾家庭经济情况盲目追求超前消费、
奢侈消费，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

之前，正是由于银行机构对大学生
信贷需求并不“感冒”，各类网贷平台看
到商机，校园网贷业务应运而生，并从

2014年开始井喷式增长。

已有银行瞄准校园贷市场

校园网贷全面叫停后，大学生们要
贷款怎么办？

在廖成林看来，金融的一项重要功
能是服务民生。同时，大学生信用体系
建设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行业，都不应对大
学生生活消费、创业、培训等方面的合理
信贷需求置之不理。

今年6月，银监会、教育部和人社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暂停网
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的同时，要疏堵
结合，维护校园贷正常秩序。商业银行
和政策性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助学、培训、消费、
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大学生提供定制化、
规范化的金融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银监会等监管部门
期望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打开校园贷“正
门”。在此背景下，重庆多家银行已着手
为推出校园贷业务作准备。其中，农业
银行重庆市分行已进行了相关调研，正
在做校园贷业务方案，待总行批准后便
将开展相关业务。

校园贷风控怎么搞？

尽管如此，对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
行来说，要开展好校园贷，有个无法回避
的问题：大学生虽已成年，但绝大部分并
无稳定收入来源，还贷能力差，达不到商
业贷款风险控制要求。

过去曾有一些银行做过校园贷业
务，如广东发展银行在2004年就发行
了国内首张大学生信用卡，随后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等
也纷纷跟进。然而，由于不少大学生过
度消费、无力偿还信用卡欠款，导致大

学生信用卡纠纷不断。为此，银监会于
2009年 6月发文整治大学生信用卡发
行业务，此后各家银行逐渐退出了校园
信贷市场。

那么，银行当年没做好的事情，现在
还能做好吗？

廖成林的判断是：可以，关键在于创
新。他认为，在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无
法掌握大学生信用状况，很难控制大学
生贷款风险。但今时不同往日——大数
据和互联网技术在风控方面的应用日渐
成熟。同时，大学生也普遍使用互联网，
他们在互联网上会留下购物等多种消费
痕迹。银行依靠新的技术手段，就可分
析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信用状况及还
款能力，进而创新开发出风险可控的大
学生信贷产品。

对此观点，前述农业银行重庆市分
行人士表示认同：“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
信贷模型，确保风险可控，是我们在推出
校园贷产品前的重要功课之一。”

叫停校园网贷之后

大学生该上哪儿贷款？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9月
20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7
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下称“重
庆半马”），将于11月19日在巴南
区巴滨路举行。比赛设半程马拉
松和5公里迷你马拉松两个项目，
参赛总规模为15000人，冠军奖金
为2万元。即日起，比赛正式启动
报名。

据了解，重庆半马去年首次成
功举办，并获得了中国田协铜牌赛
事称号。今年的重庆半马由中国田
径协会和重庆市体育局以及巴南区

政府联合主办，在两个项目中，半程
马拉松的参赛名额为10000人，迷
你马拉松为5000人，比赛线路为巴
滨路沿线。

本届重庆半马的冠军奖金为2
万元。在3小时内跑完半程马拉松
的选手都将获得完赛奖牌；1小时
内跑完迷你马拉松的选手，也可获
得完赛奖牌。

即日起，本届大赛正式启动报
名工作，跑友可登录“重庆国际半程
马拉松官网”在线报名。也可在多
个第三方体育平台报名参赛。

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启动报名

本报讯 （记者 曾立）近日，
许多市民向本报咨询：在国通石油
APP上购油是否能一直享受年化
10.95%的送油福利？9月 20日，
国通石油储油卡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通石油”）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福利是本次金九月“国通石
油手机购油电商节”特别推出的活
动，9月30日后购油用户将不再享
受。

今年9月，国通石油新版APP
上线，在全国首创“手机油库”功
能，真正实现“无卡无现金”加油，
这将给千千万万的车主带来便
利。为引导消费者的加油习惯从
线下转换到线上，国通石油举办了
首届金九月“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
商节”活动，并在活动期间推出了

“抢1亿油票红包”、购油送油等多
重优惠。

其中，购油送油的优惠最为诱
人。消费者只要在本月内用国通
石油APP“手机油库”购油、储油，
国通石油将按年化10.95%天天送
油。

“加了这么多年的油，很少遇

到成品油打折，这个活动确实划
算。”家住渝北的蔡先生告诉记
者，他已经在“手机油库”上购买
了价值2万元的油，一年下来可以
送 2000 多元的油，“开车加油是
刚需，这次送的油够我免费加两
三个月了”。

蔡先生同时表示，距离本月底
还有10天，他不仅打算再买点油，
还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
友，让他们抓住最后的机会。

对此，国通石油相关负责人表
示，年化10.95%的送油福利只是金
九月“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商节”推
出的特别活动，今年9月30日活动
截止，之后购油的用户将不再享受
该福利。错过的用户，只有等待明
年第二届金九月“国通石油手机购
油电商节 ”。

此外，凡下载了国通石油新
版APP的市民都可看到，该APP
的首页上设有“国通商场”。据记
者打探，消费者储存在“手机油
库”的油还可以用来买商品、订机
票。

据了解，目前“国通商场”所售
商品，与京东商城等平台价格一
致，而机票的价格也与“去哪儿”

“携程”等平台价格相同。不过，
在国通石油新版APP上每次购买
非油商品和订购机票，都能获得油
票赠送，有了油票后，购油可以打
8折。

年化10.95%送油福利只限本月
错过就得再等一年

本报讯 （记者 夏婧）为大力
推动书香重庆建设，树立全民阅读
典型，9月20日，由重庆市全民阅
读活动办公室主办、重庆市文化信
息中心承办的2017年度重庆全民
阅读季暨重庆市全民阅读推广大
使、示范单位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
至12月，期间将围绕“爱上阅读、传
递快乐”的主题，组织社会各界力
量，举行一系列线上线下的互动活
动。

“本次评选活动将在全市范围
内征选示范单位及推广大使。参选
示范单位应有相应的阅读场所和一
定数量的书刊，有完善的阅读活动
工作机制。参选推广大使则不限年
龄、性别、户籍与职业，只要在重庆
生活、工作和学习2年及以上的人
皆可参与评选，但需要对阅读建设
有一定的影响。”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悉，活动报名将采取单位推
荐和自荐两种形式。即日起至10
月31日，市民及单位可登录书香重
庆网及华龙网的活动专题页面查询
具体要求，并下载报名表。填好报
名表等相关信息后可将资料发到邮
箱：cqydpx@sina.com，或拨打电
话63066071详询。

2017年度重庆全民阅读季启动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张
莎）9 月 18日，市交委、市运管局
联合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
会，将从 9 月 19 日起至 11 月 18
日，启动为期两个月的出租汽车
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
动，对车容车貌不整、驾驶员拒
载、乱收费、强打组合等陋习予以
重拳打击。150名“雷锋的士”驾
驶员代表在启动仪式上集体宣
誓，要做行业服务质量提升活动
的排头兵。

“雷锋的士”驾驶员代表表
示，将积极响应行业向社会发出

的倡议，自觉践行行业对消费者的
庄严承诺：上车一声问好，下车一
声再见；使用普通话，不讲污言秽
语，做好山城形象的宣传员。做到
衣着整洁、扶老携幼、照顾病残；保
持车厢整洁，无杂物、无污渍、无
异味，做到文明行车，当好优质服
务的排头兵。“雷锋的士”队员将
带动广大驾驶员朋友，坚决做到
不拒载、不甩客、不绕道、不定点
定线、不变价揽客、不昧财务、使
用文明用语、自觉维护行业形象，
真正发挥“雷锋的士”的品牌示范
效应。

“雷锋的士”队员
积极响应出租汽车行业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小面、火
锅、烧烤……这些都是重庆人钟爱的
饮食。9月20日，记者从全市第11个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暨第29个
全国爱牙日宣传活动上获悉，我市居
民每日盐与食用油的摄入量，超过推
荐标准的比例在85%以上。

据了解，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成人每天食盐应不超过 6
克，每天烹调油25~30克。

“事实上，很多重庆人都超标了。”

重庆医科大学营养专家赵勇说，以小
面为例，一碗小面的钠约为1550毫
克，占每日摄入量的89%，加上午餐晚
餐，食盐量远远超过6克。

此外，在我市居民中，每天主动锻
炼的人口比例不到50%。这也导致我
市慢性病高发。2016年，全市因慢性

病导致的死亡比例为88.68%，主要为
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和糖尿病。

为改变这一局面，我市提出了健
康促进十大行动以及“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

理健康等四个专项行动。
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每年将推进一个专项行动，今年是健
康骨骼行动，将在全市推广健骨操，普
及预防骨质疏松的知识与技能，如每
天摄入至少300毫升的牛奶、多晒太
阳、科学运动等。

重庆人口味重 85%以上居民油盐超标

9 月 19 日，在黔江区中塘乡
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在观察口腔
模具。20日是全国爱牙日，该区
医生为留守儿童义务宣讲护牙知
识，介绍口腔健康标准，并免费检
查牙齿。

特约摄影 杨敏

为留守儿童
护牙

“雷锋的士”代表。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自9月9日我市全面推行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以来，一些感人的故事近日也
在各级医疗机构上演。故事主人公，有
身怀六甲的准妈妈护士，也有普通的医
务人员，她们一心为患者着想的行为，感
动着前来就诊的人们。

准妈妈宣讲医改新政策

9月18日上午9点多，在巴南区中
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何利佳正在给前
来就诊的患者解释公立医院改革的新政
策。

与其他导诊护士不同的是，她身材
臃肿、肚子隆起，是一名怀孕6个月的准
妈妈。

千万别小看导诊这一工作，据统计，
巴南中医院每年门急诊量达30万人次，
由于建筑结构的特殊性，需要导诊服务

的患者及家属约12万人次以上，几乎每
天都会有300多人次到一站式服务中心
咨询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医改工作让这
个数字上涨了近30%。

“本来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护理
部打算给我调整一个较为轻松的岗
位。”但何利佳却拒绝了，自从她怀孕
后，护理部已将她从临床一线调整到一
站式服务中心，“如果再挑肥拣瘦就太
自私了，而且医改是大事，政策的解释
和宣传尤其重要，我就是要站好这一班
岗。”

为宣传好医改政策，何利佳把政策
解释口袋书随身携带，只要一有空，就
坐下来仔细阅读、认真学习，有同事开
玩笑说：“别人怀孕都是读童话故事做
胎教，你倒好，把学习医改政策当胎
教。”

事实证明，9月9日以后，何利佳一

下子忙了很多。医院的导诊服务台很
宽大，而前来咨询事务的又大多是上了
年纪的老人，加之门诊大厅较为喧杂，
何利佳不得不提高说话的音量，有时碰
到听力不好的老年人，她还需要挺着肚
子，吃力地前倾上身，以尽量靠近对方
来解释问题，好让他们听清自己在说什
么。

患者给医院寄来感谢信

“在医院，我们不但感受到如家人般
的关爱，也享受到医改带来的真正实
惠！”日前，市第六人民医院收到了患者
的一封感谢信，写信的正是住院患者王
大爷的女儿。

王大爷今年79岁，因急性泪囊炎住
进了市六院，入院时间正好是9月6日。
做检查、诊断、开药、治疗……入院后，责

任护士李玉萍就给老人解释了新的改革
政策。按照惯例，李玉萍是每两天拿一
次药，本该是9月8日拿8日和9日的药，
考虑到9日药费就下降了，8日那天，李
玉萍就主动只拿了当天的药，等到9日
再去拿之后的药。

“虽然只少了十几块钱，但护士的细
心让我感动。”王大爷说，加上医保报销
了很大一部分费用，他真真切切地享受
到了医改带来的益处。

推迟缴费，真正为患者着想

在市中医院，78岁的患者谭碧华也
给了医护人员一个大大的赞。9月8日
23点多，她因腹痛来到医院，考虑到检查
费过了0点将下调，医生就协调放射科
先为患者检查，等0点后再缴费。据了
解，谭碧华做了上腹部和下腹部CT平
扫，医改前要交 1063 元，医改后只要
807.2元，便宜了255.8元。

为保证普通门诊号源，市中医院也
使出了大招。“以针灸科为例，大多都是
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市中医院院长
左国庆说，为了让患者能挂到普通门诊
号，医院将针灸科30%的号“降”为普通
门诊，也就是主任医师也按普通门诊收
费，中间的差价由医院补贴。

我市全面推行公立医院改革以来

这些人和事感动了大家
本报记者 李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