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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晒”之后看文旅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从10
月8日起，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将由之前按央行基准利率上浮
一定比例确定，变为按LPR（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方
式发生的上述变化，就是所谓的“房贷
利率‘换锚’”。

房贷利率正式“换锚”，具体到重
庆，商业性个人房贷利率究竟是升了还
是降了？又会给购房者和楼市带来什
么影响呢？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市民担心房贷成本会上涨

“自从8月下旬房贷利率‘换锚’
政策公布后，我一直关心房子的贷款
问题。”家住渝北区龙山路的市民刘
小敏说，国庆长假期间，她在璧山一
个楼盘看上了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
新房。但由于担心房贷款利率“换
锚”后可能导致房贷成本增加，她至
今没有下叉。

江北区南桥寺居民林伟也有同样
的想法。他想把两房换成三房，改善居
住条件，最近先后在大学城、璧山和礼
嘉等地看过几个楼盘，并有了中意的房
子。但因为担心“换锚”导致利率上涨，
他决定暂时不打算买房。

“近两天来，不少客户来银行咨询

房贷的事。他们普遍担心房贷利率是
否会上涨。”重庆一家国有银行个贷部
工作人员说。

目前利率基本没变化

事实上，计划购房的市民不用如此
担心。

重庆日报记者从四家国有银行重
庆分行的个贷中心了解到，房贷利率挂
钩LPR之后，当前重庆地区执行的房
贷利率为：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
LPR的基础上+79或80个基点，二套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相应期限LPR+
103个基点。

在部分股份制银行，首套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是在LPR的基础上+103个
基点，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相应期
限LPR+127个基点左右。

业内人士介绍，通常，国有银行贷
款利率相对更低，更贴近最低线。以最
近一次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4.85%
来计算，在重庆地区，首套房贷利率最
低为 5.64%，二套房贷利率最低为
5.88%。

在这之前，重庆多数银行的首套房
执行利率是基准利率4.9%上浮15%，
为5.635%；二套房为基准利率4.9%上
浮20%，为5.88%。

也就是说，“从目前情况看，重庆房
贷利率几乎无变动。”上述国有银行工

作人员表示。
根据易居地产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中国LPR房贷利率报告》，10月8日
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11个一二线城
市的LPR基点，调整以后绝大多数较9
月略高出0.02到0.03个百分点，但重
庆房贷利率水平前后基本没有变化。

个人征信将影响房贷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行房贷利率定
价机制下，银行实际执行的贷款购房利
率，每个月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据银行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房贷
利率由之前按央行基准利率上浮一定
比例确定，变为按LPR为定价基准加
点形成。计算公式为：近一个月“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加点。

其中，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是
LPR，即金融机构对最优客户执行的贷
款利率。这个数值的决定者不再是央
行，而是由18家全国性银行根据近期
市场情况集中报价，去掉最高值和最低
值，最后加权平均算出来的。

但同时，按照央行要求，首套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
限LPR，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
点。

而在加点方面，要求体现贷款风险
状况。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房贷违约率

较高，则很可能上调加点，房贷利率会
高一些，以避免风险。此外，加点还与
个人征信相关。如果个人征信出现“污
点”，加点数还会更高。

也就是说，房贷款利率“换锚”后，
“LPR+要求点数+个人征信”决定了每
个人房贷的利率。

未来房贷利率有望保持稳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每个
月银行实际执行的房贷利率可能会有
所不同的情况下，未来房贷利率的走向
将是怎样的呢？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分析，考虑到此前央行全面“降准”
的动作，以及后续国内市场继续降成本
的导向，预计后续5年期LPR利率也有
进一步下行的可能。若出现下行，那么
对于降低房贷成本、活跃市场交易等有
积极作用。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廖成林认为，房贷款利率“换锚”出
台，旨在抑制炒房、鼓励刚需购房。同
时，也兼顾了“因城施策”，赋予了地方
更大的自主权，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对楼
市进行调控。但总体上来看，重庆房贷
利率将处于稳定水平，不会大起大落。
因此，不会给购房者尤其是刚需购房者
造成房贷成本上升，也不会给重庆楼市
带来较大影响。

房贷利率“换锚”重庆市场几无变化
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个人征信将影响房贷成本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王天翊

本报讯 （记者 罗芸）“江水悠
悠，千年磁器口……”7日下午，在婉转
的音乐与温暖的秋阳里，四川游客杨黎
带着5岁小儿子，试着在轱辘上将一团
陶泥拉出不同形状，两人玩得不亦乐
乎。“我看了‘双晒’宣传片，早就想来旧
地重游了。”曾在重庆读大学的杨黎说：

“现在磁器口文化体验更丰富，‘文化磁
场’增强了。”

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7
月，推出“双晒”沙坪坝篇后，磁器口游
客人数略有增加，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
客3.6万余人。同时，古镇向文创产业
转型的步伐加快，仅两个多月时间已吸
引凹凸动漫、旅游者绘画、药香技艺等
多家文创新店入驻。目前，古镇文创类
店铺比例已达46%，已占近“半壁江
山”，较两年前增加21%，进店消费的
游客人均购买文创产品花费较餐饮类
高一倍左右。

在我市举办的“晒文化·晒风景”大
型文旅推介活动中，沙坪坝以生动的形
式展现了区内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作
为巴渝文化、沙磁文化、红岩文化等诸
多文化承载地的磁器口古镇尤为引人
瞩目。

“以前和同学来的时候，在磁器口
主要是逛逛街、吃点小吃就回去了，能
留得住人的项目不多。”杨黎说，那时候
的磁器口更像是用古镇“包装”了一下
的“好吃街”，往往半天就能逛完。“但现
在只半天时间是看不够、体验不够的。”
杨黎说。

今年7月初，34岁的孟会可在磁
器口开了第一家手工药香店铺，顾客可
以选择喜欢的味道、根据传统工艺自己
手工磨制、合香。“铺面比较小，经常是
人挤人。”孟会可有点高兴又有点无奈
地说，许多顾客因等待时间太长而放
弃。这让孟会可萌发了再开一家店的
想法。

一开始，家里人表示反对，担心店
铺开得太密集，形成相互竞争关系。但
在孟会可的坚持下，不到两个月时间，
第二家店在宝善宫附近开业。现在这
两家店日均接待游客三四百人，各自都
能卖出300个左右的香囊。

“文化的吸引力非常巨大。”孟会可
说，“我当时坚持开分店，就是坚信游客
更愿意为文化买单，而不是单纯的拍照
打卡。”

随着近年来对文旅融合的重视，磁
器口古镇也逐渐发生蜕变：将有一定油
烟，却无多大特色的餐饮企业迁出古
镇；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引入创意
文化类企业。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越
来越孤独，因为许多文创企业都搬走
了，小吃摊占了相当多的铺面。”在磁
器口“安家”近20年的巴渝画家姚序
章说。但最近几年、尤其是“双晒”后，
带着文化、带着创意而来的铺面在不

断增多，磁器口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厚。

据了解，曾一度占古镇商家总数五
成以上的餐饮业，现在所占比例不到
25%。与此同时，磁器口已集聚了陶
瓷、字画、刺绣、演艺等类别的文创类店
铺，从业人员300余人。在国庆节前夕
表彰的“磁器口十大特色精品店铺”中，
文创类就占了5家，进店消费游客人均
花费120元用于购买相关的文创产品，
较餐饮类消费高一倍左右。

磁器口古镇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双晒”，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
还在不断释放。近两月前来洽谈入驻
的文创商家达到150多家，与今年1-6
月的数量相当，其中有20%左右手握
市区级“非遗”传承项目。

“‘双晒’再次证明，进入新时代，文
化也是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增强了
我们转型升级的信心和决心。！”该负责
人说。

“双晒”带来的集聚效应不断释放
磁器口古镇加快文创产业转型，文创类店铺已占近“半壁江山”

本报讯 （记者 曾立）记者10月
9日获悉，重庆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取消车辆拍卖会将于10月13日9
点半在奥体中心举行，10日起至12日
预展三天。本场拍卖车辆一共81辆，
其中有29辆起拍价在万元以内，最低
的仅2000元。

记者在拍卖清单里看到，本次拍卖
的公车车型十分丰富，既有奥迪、迈腾、
帕萨特等中高档车，也有桑塔纳、起亚、

现代、长安、雪佛兰等经济实用型车。
据悉，本场参拍车辆总体价格比历

次都低，总共81辆，起拍价低于1万元
的车就有29辆。其中，2000元价位起
价的有4辆，3000元价位起价的有3

辆，4000元价位起价的有2辆，5000
元价位起价的有7辆，6000-10000元
价位起价的有13辆。

就连中高档车，价格也很亲切。例
如有三辆奥迪，首登日期为2010年，起

拍价分别为5.5万元、6万元、6.5万元，
还有一辆首登日期2005年的帕萨特
1.8T，起拍价才2000元。

拍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公
车参拍前都已经过整备、年检等，均已达
到过户要求。10月10日-12日预展期
间，竞拍者还可以在专人协助下，对目标
车辆进行现场查看，了解车况。感兴趣
的市民可在奥体中心1号门处报名，并
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报名参拍。

81辆公车拍卖 起拍价比历次都低
今起预展3天，13日在奥体中心举行拍卖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10
月9日从潼南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第
十四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年会近日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
国会议中心举行，潼南区人民生态公
园在此次论坛上斩获2019年可持续
城市和人居环境奖。

据了解，潼南区人民生态公园聚
焦潼南区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可

持续空间规划与设计、绿色公共环境、
文化创新、生态恢复方面颇具特色。
该公园采取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相结
合的策略，结合“雨水循环再利用系
统、台地生态栖息地系统、节能低碳系
统”等创新做法，将原来的“臭水沟”打
造成环境优美的市民休闲生态公园，
实现自然、文化与市民生活的和谐共
存。

潼南区人民生态公园
获可持续城市和人居环境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9
日，2019年CFA中国之队“重庆三峡
银行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在万州打响。
中国U-22男足(中国国奥队)凭借前锋
张玉宁的出色发挥，以2∶0战胜约旦国
奥队，取得开门红。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重庆市
体育局和万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
有中国、约旦、沙特、印度尼西亚4支国
奥队参赛。作为国际足联的A级赛
事，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国奥队以
1997年龄段球员为班底，为备战2020
年东京奥运会组建。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比赛不仅是中国国奥队主帅郝伟带
队后的首秀，来自重庆斯威的球员杨帅
也在当晚获得首发机会。

开场之后，中国国奥队很快就占据
了场上主动，在万州球迷一浪高过一浪
的呐喊声中，对约旦队球门展开围攻。
第56分钟，在接到队友的边路传球后，
张玉宁轻松推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
领先。第67分钟，张玉宁凭借出色的
个人能力，帮助中国队再进一球。2∶0
的比分保持至终场哨响。

中国国奥队将在10月11日迎战
印尼国奥队。

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锦标赛在万州开赛

中国国奥队战胜约旦取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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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9
日晚，为迎接重庆大学建校90周年，由
重大学生自导自演的舞台剧《初心·
1929》在该校B区科学会堂上演。这
部融合了诗歌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
形式的舞台剧，讲述了重庆大学在
1925年至1945年的发展历程。

1929年的重庆，已成为西南地区
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但与繁荣经济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萧条的文化教育。《初
心·1929》分为3个篇章共9幕，按筹
校、建校、兴校的线索，讲述了重庆大学
在20年间从创立到飞速发展的创校历
史。

其中，第一篇章呈现了建校“五老
四学士”之一的李奎安在《渝声季刊》上
发表创建重庆大学的倡议文章及五老
四学士如何筹备建校；第二篇章讲述了
刘湘等人如何用“猪肉捐”（从卖猪肉所
得中抽取的一种税）筹办重庆大学，重
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的诞生及选址
沙坪坝建校的过程；第三篇章展现了在
抗战烽火下，重庆大学师生众志成城参
与救国的故事，其中既有重大为中央大
学提供校舍在渝办学、爱国诗人吴芳吉
朗诵诗歌时激动晕眩的场景，也有重大
毕业生共担国难赴前线参军，以及周恩
来在重庆大学做演讲的场景。

重庆大学档案馆负责人介绍，该剧
共有美视电影学院、艺术学院的30多
名同学参演，导演是重庆大学2003级
新闻学院毕业生胡焕阳。“团队在重庆
及四川数十所档案馆进行了史料收集，

最大程度还原学校的建校史，并完整地
呈现给大家。”胡焕阳说。

“走在救国兴国的最前沿，心怀责

任、心系民族，这是代代重大人的初
心。”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2019级新
生包凯在观看演出后说：“先贤们为建

立重大做了巨大的付出与牺牲，同学们
定会以这些前辈们为榜样，为国家、为
重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重庆大学校史舞台剧《初心·1929》首演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9
日，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成立暨重庆
图书馆荣誉馆长授予仪式在重庆图书
馆举行。

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的成立，是
市文旅委推动重庆文化国际传播的重
要举措。该中心由市文化旅游委组织
筹建，机构设在重庆图书馆，特聘请全
球歌德研究的顶尖学者杨武能教授担
任中心主任，文旅策划专家、中国康辉
旅行集团前副总裁周小丁，华裔德籍记
者、欧华作协副主席高关中，四川外国
语大学教授、以色列文学文化专家傅晓
微为特聘研究员。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国
际交流研究中心旨在依托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的智力资源，开展学术研究和国
际合作，为全市文化旅游国际交流提供
智力支持和交流平台。此外，该中心还
将通过翻译出版多语种译著、助推优秀
演出剧目走向海外等方式，开展多层
次、多形式对外交流合作活动，提升重
庆文化软实力。

仪式上，市文旅委授予杨武能教授
“重庆图书馆荣誉馆长”称号。杨武能教
授出生于1938年，先后获得德国“国家
功勋奖章”“歌德金质奖章”以及中国“翻
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推动我市文化国际传播

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成立

10月9日晚，重庆大学B区科学会堂，该校90周年校庆原创校史舞台剧《初心·1929》精彩上演。 记者 卢越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体育课
该怎么上？如何增强青少年的身体素
质？10月9日，重庆市重大学科（中学
体育）项目建设暨重庆市高中课程创新
基地推进会在南开中学举行。

活动中，来自市内外的体育教师、
教育专家观摩了重庆南开中学的大课
间活动，以及篮球、排球、网球等体育课
程。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的专家分别就“体育的文化教育价值”

“体育回归教育”“高中体育课程创新”
等内容举行了讲座。教育专家认为，加
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增强青少年体质，
除了学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外，家
长也要转变育人观念。

“想要孩子热爱体育锻炼，家长也
要懂一点体育常识。”重庆市教科院体
育教研员屈明称，充分的体育锻炼能保
证青少年身体各器官正常发育，优化他
们的心理健康，促进他们神经系统发

育，适宜的运动有助于大脑的发育，有
助于学业成绩的提升。学校体育的本
质是健全人格的教育。但是，一些家长
将心思全放在了孩子的学习上，忽视孩
子的身体素质，认为保证了营养，孩子
的身体素质就好。还有一些家长对体
育常识根本就不了解。

“父母要给孩子树立榜样，充分利
用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培养小孩热
爱锻炼的好习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
位专家说。

当天，重庆市重大学科（中学体
育）项目建设也正式启动。项目负责
人屈明表示，目前该项目第一批研究
团队共有全市50所中小学参与，各项
目学校将围绕学校体育发展的热点与
难点问题进行研讨交流与改革实践，
不断提高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质量，促
进学生健康发展，推动我市教育教学
改革与发展。

重庆市重大学科（中学体育）项目建设启动
专家建议：家长也要懂一点体育常识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 月 9
日，记者从2019西部HR技能大赛媒
体通气会上获悉，2019年第三届西部
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将于11月26日
举办。作为本届博览会的特色项目——
2019西部HR技能大赛，报名已正式
启动，一等奖奖金高达3万元。

据悉，国内各省区市相关企业从事
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服务的人员，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的在校大学生，重庆

市内重点企业HR人员，对HR岗位具
有浓厚兴趣的其他社会人士均可参
赛。大赛共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10名、最佳风
采奖1名，奖金总额15.5万元。

目前，大赛报名已正式开启，参赛
选手可在“10月9日-10月18日”期间
通过关注“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微信公众号—西博会—HR技能大赛
报名参赛。

2019西部HR技能大赛
网络报名正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