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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需从
四个方面规范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居民
财富增长，我国消 费 金 融 市
场快速发展。当前，消费已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引
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占比
不断提高，消费升级加速，
带动了消费贷款等零售业务
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人均
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居民的
消费意愿也在增强，为消费贷
款需求提供了支撑。金融科技
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则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机构的
服务范围和服务人群，提升服
务效率和风控能力，加快消费
信贷业务的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
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金融
业务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然而，在过去几年的高速发
展中，消费金融也出现了过
度借贷、过高利率等不合理
现象。从长远看，要实现消
费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更充分地发挥其服务经济转
型、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要完善监管政策。按
照“金融业务由持牌机构开
展”的总体原则，出台相应管
理办法对电商消费金融平台、
分期购物平台、互联网金融平
台以及其他开展消费金融业务

看节目，学知识
市金融消费维权知识巡演活动在推进
本报讯（记者 景璐 通讯员
王子琪）6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克拉
玛依市中心支行组织开展的“莫
信天上掉馅饼 守住你的‘钱袋
子’”金融消费维权知识巡演暨
克拉玛依市金融消费维权知识
第二场巡演活动，在克拉玛依区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期间，由全市 7 家银行机构
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节
目，不仅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二百
多位周边社区居民、商户业主献
上了一场欢乐艺术盛宴，还通过
文艺表演等轻松活泼的形式向
大家普及了金融知识。
此次巡演以“莫信天上掉
馅饼 守住你的‘钱袋子’”为
主题，仍旧设定警惕非法金融
广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
范“套路贷”、合理理财、维护

个人征信记录、安全使用移动
支付、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及账
户安全、人民币反假等 7 个表演
分主题。各银行机构高度重视
此次巡演活动，在首次巡演的
基础上，从艺术性、趣味性等
方面对节目进行了优化和调
整。笑点频现的小品 《诈骗电
话莫轻信，中行识别有妙计》、
事件再现的情景访谈 《百姓有
话说》、出乎意料的 《消保知识
三句半》、惹人大笑的相声 《今
天您付了吗？
》 等节目，让现场
观众在活动中收获了无限欢
乐，更在欢乐中收获了金融知
识。同时，观众纷纷对演出给
予充分肯定，每个节目结束后
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巡演结束后，人民银行克
拉玛依市中心支行还联合 7 家银

行机构在图书馆大院内开展了
集中宣传咨询活动。活动中，
工作人员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及时解答居民金融
方面的疑惑，宣传效果显著。
据了解，3 月 16 日，我市金
融消费维权知识巡演活动正式
启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巡演在
我市星光社区举办。启动仪式
上，在人民银行克拉玛依市中
心支行的组织下，我市各银行
机构以节目展演、宣传彩页发
放、现场咨询等方式，向参与
活动的市民普及了金融消费维
权知识。据人民银行克拉玛依
市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此项活动旨在向市民普及金融
消费维权知识，开展金融消费
者风险责任意识教育，提高市
民的风险防范意识等。

的机构进行规范，包括准入条
件、业务范围、内控制度、市场
退出机制、消费者保护等。要注
意不同类型机构在监管标准上
的统一，避免不公平竞争。
其次要加强消费金融业务
信用风险管理。引导消费金融
机构以真实消费场景为支撑拓
展业务，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渠道建立消费场景，实现消
费金融业务与消费场景的融
合，引导资金真正流向消费领
域。降低和限制无特定用途的
消费贷款业务占比，平衡好业
务扩张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第三，要加强行业信息共
享，避免过度授信、多头授
信。将消费信贷信息纳入统一
的社会征信体系，实现各类机
构对消费者信息的共享，从源
头上降低过度授信、多头授信
的风险。
第四，要加大处罚力度，
强化消费者保护。尽快建立标
准化的行为监管流程，丰富并
完善监管手段及工具，将产品
干预等相关内容纳入行为风险
监管框架。强化行为监管执
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秩序、侵
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惩
处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消费
金融市场环境，保护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
（据人民网）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产出租竞标公告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将部
分资产通过公开竞标方式确定
承租人。房产信息和竞标规则
等事项如下：
1、报名确认方法：
投标人须于缴交竞标保证
金截止时间前，持竞标保证金缴
款单据原件和有效证件[法人单
位的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加盖
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
和社团组织持法人登记证书）复
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还需
提供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的
投标人须持有效的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办理的，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到我司
办理登记，领取招标文件，才视
为正式报名参加投标。
2、 联 系 电 话 ： 09906609920、 18699018090， 郭 女
士。监督电话：0990-6231250，
李先生。
3、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7
月 20 日 20:00 止。
4、竞标时间：2019 年 7 月 24
日（周三）10:00-13:30
5、竞标保证金缴交注意事
项：
（1）保证金应在报名截止日
16:00 前到达我公司指定账户，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保证金
未按时到账的，报名资格无效。
（2）竞标保证金只能银行转
账或到银行以现金方式缴款。

（3）以现金方式缴款时，请
在现金缴款单“款项来源”一栏
中写“竞标保证金”，在现金缴
款单背面注明退还竞标保证金
时投标人收款的银行卡卡号和
开户行。
（4）个人可用银行卡转账缴
款，缴款只需到发卡银行填写进
账单即可。进账单的资金用途
写“竞标保证金”。
（5）参加多个标的竞标的，
请将各个标的竞标保证金的总
和用一张单据一次性缴交。
（6）招标过程中如只产生一
名合格意向承租方，以协议方式
成交的，保证金自动转为首期租
金的一部分；如产生两名以上合
格意向承租方，保证金转为竞价
保证金；确定最终承租方后，最

终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转为首
期租金的一部分；未能确定为承
租方的，
无息退还保证金。
（7）竞标保证金收款单位：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500000883901018
开户行：昆仑银行克拉玛依
幸福路支行
注意：全部标的的竞标保证

金均须存入或转入本单位账号，
其它收款单位均视为无效。
6、报名确认地址：克拉玛依
市西月潭长和园社区管理用房 1
号楼三层。
备注：若招标公告与招标文
件内容不符，
以招标文件为准。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房产竞标明细表
2019 年第 2 期
序号
1
2
3

建筑物坐落
及名称
金星路与银河路交叉
处。
（西南方向）
林园路 39 号（1-3 层）
滨河南路 135 号

面积（㎡）

竞标底价
竞标
租赁
（元/年） 保证金（元） 年限

备注

1388.75

608200

51000

3 年以内

1152.7
900

420000
262800

58300
21900

3 年以内
3 年以内 世纪公园内原酒窝

原便民服务中心

城区公共交通风雨站台建设工程采购招标公告
一、
招标条件：
城区公共交通风雨站台建
设 工 程 采 购 已 由 项 目 审 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
为国有资金 250 万元，招标人为
克拉玛依市建筑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
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采购公共交通风雨
站台共 12 个，上部整体站台框
架，运输安装。具体内容详见招
标文件。
三、
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采购包括但不仅
限于招标文件要求所包含候车
亭的材料、制作、安装、运输、各
类保险、保管、成品及半成品保

护、质保、售后服务等内容。
四、申请人须同时具备以
下资格要求：
（一）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
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二）特定资格条件
1、在信合联服网站办理诚
信注册备案，并且综合信用等级
为 C 及以上（含 C 级）。
（企业备
案信息有效期为一年，到期后需
进 行 年 度 审 核 。 网 址 ：http://

www.xhlfzx.com.cn/，地址：市政
府 2 号楼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
易 大 厅 信 用 服 务 窗 口 ，联 系 电
话：
0990-6223850）；
2、
应具有独立民事责任的法
人主体（本地企业或在本地具有
分公司或售后服务机构的企
业），经营范围或资质证书或承包
范围中必须含有公交站台候车亭
生产销售安装、
金属制品生产、
金
属制品制造、
金属制品加工、
机械
设备及部件生产、
建筑材料、
金属
材料销售等类似项目；
3、
提供近三年相关类似业绩；
（三）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
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

从 2019 年 7 月 9 日 10：00 到
2019 年 7 月 13 日 19：
00。
获取方式：在克拉玛依市恒
隆广场 A 座 401 室报名及领取。
六、
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
详见招标文件。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
七、
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八、
其他
1、
申请人报名时应按本公告
第三条资格要求提交相关证件、
资料复印件、项目主要管理人员
相关证件原件（如职称证、
注册证
书等）、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
所有证件、
资料上的单位名称
须和申请人名称一致。提供相关
证件及资料复印件壹份并装订成
册（各类证书、
证件复印件均须加
盖投标人公章）。
2、概不接受电报、电传、电
话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递交的
报名申请资料。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克拉玛依市建筑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峰 0990-7522021
招标代理：新疆宏宇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克拉玛依市恒隆广场
A 座 401 室
联系人：陈晨 周水霞
0990-6608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