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
公益
广告

泉

扫 左 方 二 维 码
加入新闻大观园

年年植树树成荫 代代造林林成森

张掖日报官方微信号：
zyrb1987

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编辑：崔学丽 韩 瑾

沁园春·话说两会

走进春天

 杜建勋

 朱天玲

日出祁连勤学早，偶然得句便成诗。
客来欲知春深浅，但看马蹄雪融时。
—— 题记
早上五点起来，跟随市民俗摄影家协会的老师们去马蹄寺赴
一场寻美之约。
乘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马蹄寺。山顶的积雪泛着清冷
的光，一勾月亮弯弯地挂在黎明前的天幕上，淡淡的月光在朦胧
的晨曦里荡漾。不再凛冽的风带着春的讯息从祁连山深处吹来，
芨芨草在风中凌乱地摇晃着，不远处风吹经幡的声音沙沙作响。
邂逅马蹄寺，是在二十多年前，
而真正走近它，却是在这一次。
霞光渐渐染红了祁连山顶的雪，微微的晨光里，遥遥看到马
蹄寺寺顶山坡上未消的积雪晶莹剔透，整个马蹄寺泛着圣洁、宁
静、祥和的光芒，迅速拿起照相机，把这一切定格，凝聚成永
恒。拍完日出，拐过几个弯，远处山梁上，牛群沐在晨光里，映
出一幅绝美的晨牧剪影画。“远山横野六七里，笛弄晨曦三四声，
不看祁连山顶雪，但闻牧歌逐春风”。车行至下观音洞，长长的经
番在风中飞舞，猎猎作响。进山门，沿石阶而上，九十多岁的主
持笑着相迎，神色淡然，超然物外，心中顿觉安然。复前行，至
大都麻山谷口，下车远眺，远山戴着洁白的“帽子”，如顽皮的孩
子们一般簇拥着，在阳光下眨着眼睛。近处雪线之下的山坡上有
丛丛的松林，阳光从重重叠叠的枝丫间，漏下斑斑点点的影子，

３

随着树枝的摇动跳跃着，在斑驳的青苔和残雪上舞蹈。山坡下是
枯黄的草，芨芨草的细茎在风中摇曳，根部沁出些许雪融后的痕
迹，传达着春的讯息。山坳里有一院房子，红顶白墙，静谧而安
然。一条小路从门前向山那边盘桓而上，时隐时现，如雪山飘舞的
腰带。有牧人赶着羊群缓缓而过，悠然自得。浮躁的心在这一刻慢
慢的沉静下来。
“偷得浮生半日闲”，远离城市的喧嚣，定格着美丽的
风景，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很美好。剪一片闲云，走一程山
水，品一壶春光独醉，念一场旧梦皆懂，莫负年华，踏歌向前。饱蘸
浓浓的春色，在以镜头为笔，
光影为墨的宣纸上，涂抹上几笔写意。
过大都麻村继续前行数公里，车已不能入。众人下车，沿山石
小路行于峡谷中。行未久，路右有一山，形极似五行山下压着的孙
猴子，吼一嗓子：五行山下五百年，你还好吗？有人应一句：不好！
不好！要大闹天宫去才好！众人皆笑。又前行不远，树木渐密，栈
道蜿蜒其间。天空湛蓝，阳光从树枝的间隙洒下来，形成一束束粗
粗细细的光柱。林中积雪与青苔交错，光斑或晶莹剔透或苍翠欲
滴，涌动春天的梦想。等待返青的草丛中，流溢着阳光的味道，暖暖
的、轻轻的、柔柔的，从山顶、树梢、积雪、青苔，从目光所触的山峦、
松林、灌木、栈道，浓厚着、流逸着。静静地走在栈道上，静下心来感
悟身边的美，其实，只要用心，处处都有美景。抬头入画，低眸成诗。
栈道尽头，过木桥，走进金塔寺，该寺分为东西二窟，石窟顶均
为“覆斗式”，中间有一中心方柱，众多的高肉雕佛、菩萨、飞天把中

心方柱装饰得华丽辉煌。环中心柱四周而细观，便会发现，众雕像
内容广泛，形式多变，大小错落有致。中心柱四面均为三层开龛造
像，每层主题各有突出。每龛内各塑一佛，佛均结跏跌坐于莲台上，
面色丰腴，神态安详。龛外除背面各塑一弟子外，其余南、东、西面
各塑一高达两米的胁侍菩萨，其匀称丰满的躯体，自然生动的表情
达到了完美和谐的意境。他们有的安详庄重，有的含蓄沉静，有的
沉思凝想，有的和蔼可亲，有的威武刚健，有的笑容可掬。在佛龛
前，双手合十，顶礼膜拜，不祈求什么，只为留下这一艺术瑰宝的雕
刻者们献上深深的敬意。
从金塔寺出来，原路下山，至大都麻村，入民俗山庄。喝着醇香
的奶茶，吃着地道的羊肉泡馍，品着美酒，跳起欢快的锅庄。世上还
有比这更惬意的事么？
一壶美酒醉了一段柔肠；一曲《家人就是天》美了一段时光。惊
回首，山舞银蛇美碧空；抬望眼，原驰蜡象醉夕阳。人生的旅途，深
情的回望：巧燕似剪，年年剪出春的美景；心扉如火，岁岁珍藏你的
模样。
揽一弯明月陶醉在美梦的温床，摘一颗星辰标注上思念的晶
亮。撕一页记忆定格永恒的美好时光，撷一片雪花憧憬那马蹄寺隐
隐的佛光。在流年中乍暖还寒的时节，让阳光洒满每一处地方，让
梦想放飞蓝天上，
把快乐留在心坎上。
时光静好，岁月无恙！

湿地广场春景
 郭爱明
一

翁妪娇孙尽笑颜，和风款款润心田。
孩童竞跑春晖里，放纵风筝舞碧天。
二
广场欢腾老少歌，穿红戴绿尽婆娑。
欣逢盛世吟康泰，跳舞健身乐趣多。

黑河吟
 马兆锋

雪化冰融滴水潺，虎啸龙吟出祁连。
万里长龙荫子孙，远眺碧水抱农田。
兴波浪花流青翠，引吭高歌天地间。
全面小康天下安，河西处处是桃源。

山之韵（国画）

观丹霞

迎春曲

 马 骥

刘 洁 作

古诗有云“高峰壁立老龙蟋，削出芙蓉作画看”。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芙蓉是需出水的，是在碧水之中袅袅而生的，
婷婷摇曳的，怎会在这极度干旱的戈壁之中妖娆呢？单从诗句上
看，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当你置身其中，自然就明白了诗句的
意蕴和高超了。
丹霞景区现开放了 4 个观景台，各观景台之间都有区间车
运行，但要记住别乘错了车。我们是从景区东入口乘观光车直
抵 2 号观景台的，3 号观景台不知何故在关闭，不能登台观
瞻。依次乘车抵达 2 号、5 号，最后是 4 号观景台，然后从 4 号

人民会堂，庄严宏伟，文化灿
烂。奋进新时代，两会召开，凯歌
高奏，俊才茁壮，商定国是，固本强
基，地久天长。扬帆起航靠舵手，谋
发展，
政策顺民意，生机盎然。
为天下造福，敢教日月换新天。
开 新 宇 活 力 添 ，九 州 灵 秀 ，兴 旺 之
邦，绿色发展，百姓安康，千帆竞
发，享誉八方。谱写壮丽新时代，
为人民，绘发展蓝图，再造新天。

观景台乘车返回景区东入口而结束全部游览。依我看来要想真
正仔细的欣赏、品味，是非步行不足以深入的，只有步行，才
可以认真品味这大自然的瑰丽奇妙，可惜匆匆的我们也只能匆
匆而来急急而去了。
张掖的丹霞很独特，主要由红色砾石、砂岩和泥岩组成，有
明显的干旱、半干旱气候的印迹，以交错层理、四壁陡峭、垂直
节理、色彩斑斓而示奇，且形成于 600 万年前，面积约 510 多平
方公里，被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
之一。
（张掖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郝长泽

华气迎春到，乾坤分外娇。
春风齐拂柳，细雨润青苗。
枯草萌新绿，桃花妁眼妖。
尧天光禹甸，大地涌春潮。
父老眉梢喜，田头小曲飘。
同追中国梦，共筑小康桥。
华夏清明世，政坛一代骄。
倡廉伸正气，盛世看今朝。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宣传手册（2019）
一、增强风险责任意识，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一） 合理负债不越线，莫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债
务怪圈
为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 （如住房、汽车），个人或
家庭在自身能够负担的范围内主动寻求负债，是正常的经济
金融现象。负债 （杠杆） 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提前满
足需求、提升生活品质，过度负债则容易陷入“拆东墙补西
墙”的债务怪圈，甚至铤而走险陷入非法的高利贷活动，最
终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个人和家庭要学会
跟踪和评估自身的债务水平，养成防患未然的意识，手中留
有应对重大外部冲击 （如失业、事故等） 的高流动性资产。
金融消费者可以采用 28/36 的经验法则为自己的负债划
定一个警戒线。28/36 的经验法则指个人或家庭的房产相关
支出 （包括房贷还款、物业管理费、房地产税、房屋保险
等） 不超过同期收入的 28%；总的负债 （房产相关支出+车
贷+信用卡负债+网络小额贷款+其他负债） 不超过同期收入
的 36%。将负债控制在这个水平以内，个人或家庭在日常生
活中不会有明显压力。
例如李先生个人税后年收入 5 万，那么按照这项规则每
年房产相关支出不超过 1.4 万或每月不超过 1167 元；其他个
人负债每年不超过 4000 元或每月不超过 333 元，这样李先
生不会有明显的压力。如果李先生能够获得 30 年期、每年
固定利率 5.5%的房贷条件，那么李先生的合意贷款总额在
20 万左右。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贷款总额见下表：
表一 收入与贷款总额对应表

年收入

5万

10 万

20 万

40 万

80 万

贷款总额

20 万

41 万

82 万

164 万

328 万

注：表中所列贷款总额指特定利率和期限的贷款条件
下，个人还贷压力不大的情形，可作为参照标准。具体到个
人还应纳入其他因素综合考虑，例如贷款条件变化、年龄、
现有资产、储蓄及消费习惯、就业稳定程度、职业前景等。
（二） 防范各种“看似无门槛”的贷款套路
1.借款成本要弄清
借款成本指的是包括利息和其他各种费用 （如手续费
等） 在内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
贷利率的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金融消费者尤其要关注利率之外的一次性费用，明白自
己实际承担的成本。有的公司会收取手续费、服务费、中介
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借款人要将因贷款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列入成本来计算自身的真实借贷成本。
在金融行业中，一般使用年利率作为参考。现实生活中
y 也会遇到月息甚至日息的情形，月息和日息一般很难直观
判断其利率高低，因此可以转换成年化利率。大致可以用如
下公式进行换算：
年化利率=月利率*12=周利率*52=日利率*365
换算后如果发现年化利率 （加上其他因该贷款而产生的
各项费用） 超过 36%，应谨慎考虑，避免过度负债。
2.警惕陌生电话推销贷款和非法网络贷款
针对目前日益频繁、触手可及的电话推销及颇具创意的
网络贷款推销，金融消费者尤其是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人在
参与借贷前要逐一核对以下十条注意事项：
任何机构开展资金放贷业务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未经
批准不得从事放贷业务；
中介机构或信息平台推荐的贷款业务，必须查清楚最终
放贷机构名称及是否具备真实的放贷资质；
个人借贷前需要明确自身是否有需求及自身已有的负债
水平，越过 28/36 警戒线后要谨慎行事；
正确计算综合借贷成本，仔细询问除利息外的其他各项
费用；
不少银行业金融机构已有手机银行，并推出个人信用贷

款业务，个人借贷前请至少对比两家商业银行的信用贷款综
合成本；
不存在免费或免息的贷款，莫因贪恋“小便宜”而掉入
真正的套路和陷阱；
充分运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例如“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公司的经营范围及经营异常情况；
充分运用我国金融管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证监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等） 的官方网站查询受监管
的机构名单，受监管意味着该机构必须满足一定的监管要
求，但并不保证该机构会完全合规地开展业务；
金融消费者要坚决远离两类不具有金融从业资格的机
构：一是在国内不受金融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二是自称在
境外接受金融监管的机构；
金融专业性强，涉及各类风险的管理，普通金融消费者
要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多咨询身边熟悉的专业人
士，多学习相关金融知识，看不懂的业务不触碰，没有说清
楚风险点或看不透风险的产品要远离。
3.远离非法贷款小广告
机构放贷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金融消费者要避免向非
法的放贷机构尤其是没有资质的网络放贷公司借款应急。遇
到有以下特征且主动找上门的所谓“放贷机构”或“信贷专
员”要小心谨慎，多方确认后再行动：
对机构的真实身份含糊其辞，不愿正面回应或自称是正
规银行贷款 （或自称有合作）；
对年化利率的询问避而不谈，尤其是当实际借款利率超
过 36%时；
以各种噱头吸引客户，尤其是用“免费”“免息”“零利
率”等套路误导普通金融消费者；
以“信息科技公司”或“贷款咨询”名义来放贷，实则
是中介公司或违法放贷。
（三） 整体规划资产和负债，应急资金要留足
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应有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并定期跟踪
（可参考下表），对影响家庭资产负债表扩张 （收缩） 或内部
结构变化的重大事项 （如购房、买车） 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通过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三个主要指标即流动性比率、负债
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可以监测自身的财务健康状况。
表二 家庭资产负债参考表

流动资产

消费负债

现金、活期存款、货 信用卡负债、其他消
币基金
费贷款
投资资产

投资负债

流动净值
流动资产-消费
负债
投资净值

定存、债券、股票、 股票融资、投资房贷 投资资产-投资
房产
款
负债
自用资产

自用负债

自用净值

汽车、自住房、其他
耐用品

房贷、车贷

自用资产-自用
负债

总资产

总负债

流动资产+投资资
产+自用资产

消费负债+投资负
债+自用负债

指标一：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月支出
一般认为家庭流动性比率应在 3-6 之间。换句话说，可
随时变现应急的资产要至少能够支撑 3 个月的家庭日常开
支。对于个人或家庭而言，要提前规划，树立底线思维，防
范对家庭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事件，例如失业、重大疾病等。
因此，建议家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储备能够支撑 3-6 个月
日常开支的现金类资产。
指标二：负债收入比=当月偿债支出/当月收入*100%
一般认为家庭每月的负债收入比不宜超过 40%。过高的
债务收入比会影响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在应对外部重大冲
击时会变得脆弱不堪。因此要将负债支出与收入的比例控制

在警戒线范围内。
指标三：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应综合偿债能力，不宜超过 50%，超
过就要深入查看各类负债的情况并进行相应调整，防止家庭
财务危机的发生。为避免重大意外的冲击，可考虑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保险来降低潜在损失，增强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
二、保障金融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切实维护金融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2015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加强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金融机构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行为规范，要求金融机构充分尊重并自觉
保障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
交易权、受教育权、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依法、合规开
展经营活动。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进行
具体规定，强调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
（一） 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维护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
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金融机构应当审慎经营，建
立严格的内控措施和科学的技术监控手段，严格区分机构自
身资产与客户资产，不得挪用、占用客户资金。
（二） 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
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
风险，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
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三） 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金融机构应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充分尊
重金融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
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不得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
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或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四） 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金融机构不应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在格式合
同中不得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其合法权利，
不得限制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不得减轻、免除本
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 保障金融消费者依法求偿权
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责任，
在机构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
建立投诉办理情况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
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
（六） 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织或参
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
教育，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
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七） 保障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
金融机构应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
惯，不因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籍等不
同而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
（八） 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管
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
风险，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
三、了解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保护自身
权益
（一） 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
信息披露是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重要手段，金融机
构应当披露的内容包括：金融消费者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的
权益和义务，订立、变更、中止和解除合同的方式及限制；
金融机构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金
融消费者应当负担的费用及违约金，包括金额的确定、支付

时点和方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发生纠纷的处理及投诉途径；
其他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就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所要求的应
当定期或不定期披露或报告的事项及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同时金融机构应当提示金融消费者不得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从事违法活动。
（二） 关于营销禁止的内容
金融机构在营销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不得侵犯
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八项权利，尤其不得有以下行为：虚
假、欺诈、隐瞒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其他同业声
誉；冒用、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者相近的注册商标、宣传册
页，有可能使金融消费者混淆；对业绩或者产品收益等夸
大宣传；利用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审核或者
备案程序，误导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已对该金融
产品和服务提供保证；对未按要求经金融管理部门核准或
者备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预先宣传或者促销；非保本
投资型金融产品营销内容使金融消费者误信能保证本金安
全或者保证盈利；未通过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意的文
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限制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事项
进行说明；其他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定的行为。
（三） 关于文本管理和格式条款的内容
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不可避免地会与
合同文本打交道，金融机构在的格式合同及服务协议文本，
不得存在误导、欺诈等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不
得含有减轻、免除己方责任，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
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的格式条款，及借助技术手段强
制交易等不合理条款。同时，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过程中，不得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方式要求金融消费
者购买协议中未作明确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四） 关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内容
个人金融信息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息息相关，金融机构
在收集个人金融信息 时 ， 应 当 遵 循 合 法 、 合 理 、 必 要 原
则，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业务需要收集个人金融信息，不
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信息或者采取不正当方式收集信息，
不得非法存储个人金融信息；应当采取符合国家档案管理
和电子数据管理规定的措施，妥善保管所收集的个人金融
信息，防止信息遗失、毁损、泄露或者篡改。在发生或者
可能发生个人金融信息遗失、损毁、泄露或者篡改等情况
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同时，金融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对业务过
程中知悉的个人金融信息予以保密，不得非法复制、非法存
储、非法使用、向他人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泄露个人金
融信息。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
当先向金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理或者在一定
期限内不予处理，或者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
合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争议发生地或
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
四、金融消费者维权热线:
中国工商银行：95588
中国农业银行：95599
中国银行：95566 （信用卡专线：4006695566）
中国建设银行：95533 （信用卡专线：4008200588）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 95580 （ 信 用 卡 专 线 ：
4008895580）
腾讯财付通：0755-86013860
支付宝：95188
中国银联：95516
中国银保监会：12378
中国证监会：12386
中国人民银行：12363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1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