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7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重拳整顿信用卡市场乱象，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份监管新规将对你我的开卡、用卡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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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变卖公告
受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委托，依照《抵税财物

拍卖、变卖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我司对海南欧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下列房产进行变卖，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
(一)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博鳌·香槟郡”15#-01
别墅【证号：琼〔2018〕琼海市不动产权第0007823号】，建筑面
积：252.655m2；(二)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博鳌·香
槟郡”16#-01别墅【证号：琼〔2018〕琼海市不动产权第0037212
号】，建筑面积：252.655m2。二、变卖价格：2,917,323.91元/套
(11,546.67元/m2)，保证金600,000.00元/套。三、变卖时间及
地址：网络变卖时间及地址：2022年7月23日10:00，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线下变卖时间及地址: 2022
年7月24日10:00，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906室。四、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7月22日17:00

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五、变卖方式：(一)公告期间竞买人需要
先报名缴纳变卖保证金后，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格；至少一人报
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二)如公告期间有两位竞买
人缴纳保证金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即转入竞价环节，且以价高
者得确定竞得人。特别说明：(一)本次变卖标的均按现状变卖，竞
买人须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琼海市相关房地产限购政
策。如面积与发证机关核定的面积不符，最终以发证机关核定的
面积为准，面积差异不影响变卖成交价，变卖款多不退、少不补。
(二)变卖成交后，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委托方协助。办理
产权过户过程中涉及到相关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三)
本次变卖标的如尚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有关详细事项需前来我司了解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
办理。联系电话：0898-65203602，13398975899。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目新增用地

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等4个项目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已编制完

成，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7月 8日至8月 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

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49房，邮政

编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联系人：（1）《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

目新增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姜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2）《海口市长丰二支沟应急排水工程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

整方案》(何书勇，咨询电话：68705325）。

（3）《新吴溪秀英段堤防建设工程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

案》(何书勇，咨询电话：68705325）。

（4）《海南（潭牛）文昌鸡加工厂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

（姜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目
新增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等4个项目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公示启事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司将于2022年7月

12日凌晨00:00～06:00对4G网络系统进行升级

优化。届时，全省4G用户上网及高清语音业务使用

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7月8日

终止公告
我局于2022年7月7日发布的《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
〔2022〕16号)，开展文国土储〔2022〕-56号网上交易活
动，现因公告信息不完整，经研究决定，终止该宗宗地网
上交易活动。在终止公告发布前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
买人，将于终止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按原交纳账户退回，不计利息）。终止交易原因消除后
我局将重新组织该宗宗地交易，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8日

南海救助局海口救助基地项目用地属《海口港秀英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范围，根据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对提升深远海
救助保障能力和水下搜救作业能力升级扩建的需要，拟对项目用地
的规划指标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按照一般调整法定程序启动海口港秀英片区D0202、
D0203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8日至8月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

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码：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蔡莉。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港秀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D0202、D02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市秀英区2022年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5名。

详情请登录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

xyqzf.haikou.gov.cn/）查阅。

咨询电话：0898-68667401 0898-68665505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2年7月8日

新华社福州 7月 7日电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
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分析经济形
势，对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会上，福建省委书记尹力、省长
赵龙发了言，上海市长龚正、江苏省
长许昆林、浙江省长王浩、广东省长
王伟中通过视频发言。大家谈了对
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走势的看法，
并提出建议。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
行经历了很不寻常的过程。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
措，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总
的看当前经济正在恢复，非常不易。
但恢复的基础不稳固，稳经济还要付
出艰苦努力。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协同实施宏观政策和
深化改革，帮助市场主体复元气、增
活力，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说，当前正处于经济恢复

的关键时间点。东南沿海5省市经
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
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
中贡献近8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
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
付。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
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
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进
一步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推动
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努力
稳增长稳财源。

李克强说，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
我国经济的韧性所在，保住市场主体
就能支撑稳就业、稳经济大盘。东南
沿海地区经济活力足，活就活在各类

市场主体多。要落实国家助企纾困政
策，加强政策配套，挖掘自身潜力实施
更多支持政策，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恢复活力。
5省份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
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农民工功不
可没。农民打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要千方百计稳岗，拓展市场
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努力稳住本地和
外来务工人员就业。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既要实施好宏观政策，又要继续
深化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有效破解多难问题，防止

工作单打一、简单化，避免一刀切、层
层加码。东南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
前沿，要继续敢闯敢试。对外开放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无论国际形势
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沿海发达地区融入世界经济更
深，长三角、珠三角进出口占全国的近
60%，经济竞争力强很大程度上是在
国际市场打拼出来的。要继续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加快提升港口等对外
枢纽集疏运水平，稳外贸稳外资，通过
高水平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
作，这也有利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和世界和平与发展。

肖捷、何立峰参加。

李克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

落实好宏观政策 推进改革开放
为稳经济发挥挑大梁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仪式7日上午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出席仪式并讲话。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10时，仪式
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

哀。首都大学生代表宣誓。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85年前

的今天，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
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
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
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
抗战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秉
持民族大义，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倡
导、有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最英勇、最坚决的斗争，成为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
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彰显了中
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脊梁和精神。

王沪宁表示，我们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85周年，就要传承和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坚定不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筑牢历史记忆，担
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更好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坚定不
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敢于斗争，
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要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更好为人类和平发
展进步贡献力量。

王沪宁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
众代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

《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
区特展》。

孙春兰、黄坤明、郝明金、张庆黎、
苗华出席仪式。蔡奇主持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
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
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300
人参加仪式。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信用卡新规出台 事关你我

信用卡业务收费名目较多，包
括年费、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银行存在片面
宣传低利率、低费率，以手续费名义
变相收取利息，模糊实际使用成本
等问题。

对此，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切实提高信用卡息费管理的规范性和
透明度，在合同中严格履行息费说明
义务，以明显方式展示最高年化利率
水平。

分期业务是信用卡业务“套路”较
多的领域。持卡人刷卡消费，经常会
收到银行分期还款的建议，“免息”“零
利率”等字眼让人心动。但实际上，银
行通常会对分期还款业务收取一定的
手续费。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
在分期业务合同（协议）首页以明显方
式展示分期业务可能产生的所有息费
项目、年化利率水平和息费计算方
式。展示分期业务收取的资金使用成

本时，应当统一采用利息形式，不得采
用手续费等形式。

通知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应当明确分期业务最低起始金额和最
高金额上限；不得对已办理分期的资
金余额再次办理分期；分期业务期限
不得超过5年。

除了严格规范息费收取，通知还
明确要求银行在依法合规和有效覆盖
风险前提下，持续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促进信用卡息费水平合理下行。

过度授信也是信用卡领域的高
发问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
授信额度通常成为银行争夺客户的
手段。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
合理设置单一客户的信用卡总授信
额度上限，并纳入该客户在本机构的
所有授信额度内实施统一管理。在

授信审批和调整授信额度时，应当扣
减客户累计已获其他机构信用卡授
信额度。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部分持卡人“以卡养卡”、违规套
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商业银行要
减少多头授信，严控过度授信，防范
信用卡债务风险。

重拳整治乱象的同时，通知对信
用卡业务创新给予充分空间。明确
提出将按照风险可控、稳妥有序原
则，通过试点等方式探索线上信用卡
业务等创新模式。

“开展线上信用卡业务将成为商
业银行深化数字化转型、加快金融与
科技深度融合创新的重要尝试。”中
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表示，
开展线上信用卡业务的关键环节在
于远程面签。应做好目标客户的筛

选、远程视频技术支持和线上业务流
程的管控。

据了解，监管部门将按照高质量
发展导向，优先选择人民群众服务认
可度、信任度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信访投诉要求落实到位，经营理念和
风控合规审慎严格，各项整改工作达
到监管指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
试点。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
李延霞）

近年来，在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
中，部分银行出现了盲目追求市场份
额，滥发卡、重复发卡等情况，导致无
序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

通知对发卡管理提出严格规定，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
以发卡量、客户数量、市场占有率或市
场排名等作为单一或主要考核指标。

强化睡眠信用卡动态监测管理，连续
18个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当前
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长期睡眠信
用卡数量占本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在
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20%。超过该
比例的银行不得新增发卡。

“近年来，多家银行积极向零售业务
转型，信用卡作为资产类业务被普遍作

为切入点和重点。但在业务开展过程中，
也出现了单纯以发卡量、客户量等作为考
核指标的管理模式，导致业务短期化。”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未来还将动态调降长期睡眠信用卡比
例限制标准，不断督促行业将睡眠卡
比例降至更低水平。

规范信用卡息费收取1

长期睡眠卡比例不得超过20%2

设置单一客户总授信额度上限3

试点开展线上信用卡业务4

商务部多措并举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潘洁 边思琪）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7日表示，5月以来国内消
费保持恢复发展势头。商务部将落实好已出台的
稳增长、促消费政策措施，从加力稳住大宗消费、
优化消费平台载体、办好消费促进活动等方面，促
进消费持续恢复。

这是束珏婷在当天商务部举行的网上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的。她说，在加力稳住大宗消费方
面，商务部近日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搞活汽
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将与相关部门
一道做好政策宣介和落实，同时深入开展新能源
汽车、绿色建材下乡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
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

在优化消费平台载体方面，束珏婷说，将加快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在印发首批培育
建设典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
推动步行街高质量发展，统筹开展智慧商圈、智慧商
店示范创建，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城市
消费。加快健全县域商业体系，推动供应链、物流配
送、商品服务下沉和农产品上行，扩大农村消费。

在办好消费促进活动方面，她说，将在做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组织开展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国际消费季、中华美食荟等重点活动，指导各地
因地制宜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
动，活跃消费氛围，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力。

新
华
社
发

亚投行计划开设
首个海外办事处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潘洁）记者7
日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悉，为进一步拓展
全球业务，满足亚投行域内外成员不断增长的业
务需求，更加贴近客户和业务前线，亚投行董事会
近日批准亚投行在海外设立办事处。

据了解，这将是继在天津设立办公室之后，亚
投行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办事处。海外办事处的
首选地点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亚投行目前正
就有关安排与东道国进行磋商，并有望于未来几
周达成协议。

亚投行自2016年开业以来不断快速发展，从
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现在的105个成员，累计批
准项目181个，融资额达357亿美元，惠及33个
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