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北省邢
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获悉， 近日
信都区一男子因殴打防疫工作人
员被拘留。

近日， 信都分局张宽派出所
接辖区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邢煤
生活区三区门口违反防疫相关要
求， 不扫健康码强行出小区。 张
宽派出所接警后， 迅速赶到案发
现场。

经调查， 李某某， 男， 1953

年出生， 其不按防疫要求居家等
待核酸检测结果， 未按要求出示
健康码并强行要出小区， 该小区
门岗防疫人员及时将其拦住， 告
知其现在防疫政策， 李某某拒不
配合， 后与门岗防疫工作人员发
生言语冲突， 态度恶劣， 并殴打
防疫工作人员。

据悉， 违法嫌疑人李某某因
涉嫌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5日 ，
并处罚款500元。

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河北
省疾控中心获悉， 目前发生在河
北的疫情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
节，临近农历新年，各地将面临学
生放假、 农民工返乡等问题。 为
此， 河北疾控专家提醒广大农村
地区干部群众， 千万不能放松警
惕，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对尚未出现疫情的农村地
区，专家建议：

一、提高防范意识，乡镇和村
要出台应急预案，以村为单位，做
好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基础性
防疫物资储备，做好应急准备。

二、对外来人员严格执行“健
康码”查验、信息登记等措施。 全
面排查中高风险地区返乡或有旅
居史的人员。

三、加强乡村医生培训教育，
提高传染病防控意识和疾病诊断

能力， 引导村民患病后及时规范
就医。 充分发挥村卫生室、诊所、
药店的“探头”作用，加大对发热、
干咳、 咽痛等呼吸道症状患者的
监测力度， 同时建立与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的快速转诊通道 , 确保
发现病例后能够及时将发热病人
转运至发热门诊进行筛查治疗。

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
村居环境的日常清洁与消毒，在
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环境卫生大扫
除，净化居家、工作场所和公共空
间，消除环境卫生死角，分类投放
垃圾并及时清运，使用卫生厕所，
对农村地区的垃圾收集点、公厕、
健身器材等公共场所和设施定期
清洁和消毒，创造干净、整洁的人
居环境，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五、 严格控制村内聚集性活
动。 少串门、不扎堆，婚丧嫁娶能
简则简，尽量少摆酒席，确需举办

的聚集性活动应严格遵守当地防
控规定。 举行婚礼、寿宴、丧葬等
活动确需集体用餐时应注意食品
卫生， 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提倡实行分餐制， 并加强餐饮具
的清洗消毒。 减少集市等人群聚
集活动， 农村集市等应在严格落
实佩戴口罩、社交距离、清洁消毒
等防控措施下举行。

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
联网、农村大喇叭、标语条幅等各
种形式开展卫生防疫科普知识宣
传， 引导村民坚持戴口罩、 勤洗
手、常通风、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
离、 咳嗽喷嚏捂口鼻等良好的卫
生习惯。 引导村民做到不乱丢生
活垃圾、不乱倒生活污水、不随地
吐痰、不乱堆柴草和农具。在疫情
防控期间不乱丢用过的口罩，及
时清理户内外垃圾， 保持生产生
活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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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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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通知还规定， 披露信
用卡透支利率时应以明显方式展
示年化利率 ， 不得仅展示日利
率、 日还款额等。

一名国有大行信用卡中心人
士表示， 日利率万分之五看似不
多 ， 但折算成年化利率达18%，
并不便宜。 “按照监管要求， 发
卡机构要充分披露信用卡透支利
率并及时更新， 确保持卡人充分
知悉并确认接受， 有利于维护持
卡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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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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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透支利率取消上下限，对你我影响几何？

新华社电 12日， 记者从在
天津召开的第156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 天津疫情防控举措进一步严
格， 党政机关干部要带头在津过
节 ， 鼓励在津单位推行弹性休
假， 有序组织高校师生、 在津务
工人员等错峰离返津。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 任 顾 清
表示 ， 在冬季疫情严峻形势下，
天津将严格控制大型会议活动
和规模 ， 倡导线上会议 ， 一律
取 消 集 体 团 拜 、 联欢等活动 。
春节前后禁止举办群 众 性 庆 祝
庆 典 、 聚 集 性 展 销 促 销等活

动。 同时， 要确保离校学生底
数清、 返乡行程可追踪、 家校协
同有反馈。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委
员、 副主任刘道刚介绍 ， 天津
市出租汽车不得搭载乘客前往
中、 高风险地区 ， 如果乘客发
现出租车 （含巡游车、 网约车）
驾驶员 没 有 佩 戴 口 罩 可 以 投
诉 ， 如果乘客拒绝佩戴口罩驾
驶员可拒载。

针对天津周边地区疫情多集
中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情况， 天津
提出要做到 “喜事缓办、 丧事简
办、 宴请不办”， 少摆席、 少串
门、 少走动。

新华社电 重庆市教委近日
发出通知， 鼓励中高风险地区生
源学生不返乡返家， 学校将安排
丰富精彩的校园寒假活动， 帮助
留校师生温馨过节。

重庆市教委主任黄政介绍，
为减少寒假期间疫情传播风险，
鼓励中高风险地区生源学生不返
乡返家， 其他地区学生避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 教职员工
寒假期间非必要不外出。 各学校
将在寒假期间为留校师生提供精
细化、 个性化、 人性化服务， 根

据留校人数合理开放教室、 图书
馆、 室内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
周密安排丰富精彩的校园寒假生
活， 让留校师生温馨度过寒假和
春节。

重庆市还提出， 各学校做好
突发聚集性疫情应急准备， 细化
完善应急预案， 提前储备应急物
资， 做好人员队伍、 隔离场所等
各项准备。 春季开学前， 学校要
做好师生返校前14天的自我健康
监测和行踪报告， 简化注册报到
流程， 安排学生分批错时返校。

为防范疫情 鼓励在津单位推行弹性休假

1月12日，医护人员在石家庄市新华区锦绣乾城社区为儿童进行核酸采样。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启动全
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据介绍， 本次全员检测根据检测量、 人员分布及构成等合理设置采样点位， 每个
采样场所都要配备充足的专业采样人员、 信息录入人员、 秩序维护人员等， 确保采样期间不扎堆、 不排长
队， 衔接合理、有序高效。 本次全员检测争取用两天时间完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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