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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玉林分部 028-85158028
金牛市民中心15108235758

声明·公告

●杨斌、 王珏购买清凤时代城
5-1-904， 代收费收据 （编号：
274）， 金额8566元、 首付款
收据 （编号 ：0083）， 金额 17
2394元、 定金收据 （编号：01
13），金额20000元,遗失作废。
●徐小涛 （身份证号：320721
198708244213）二级注册结构
师注册证书 （证号：S2145000
010）遗失。
●温江您好漂亮美发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10123
600317782）声明作废。
●武侯区簇桥街道七里村五组
方红旗遗失 《征地搬迁农户住
房安置过渡协议》，声明作废。
●朱瑜遗失双流区景茂名都09
72号车位合同、收据各1份。

● 注销公告
金堂县田岭涧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510121343088462L） 决
定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金堂县
田岭涧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中心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鑫昆达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993184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99318
50、彭川法人章编号：51010799
31851、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79931852遗失作废。
●成都华日电子技术研究所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瑞盈丰商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8MA61T65N3X） 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89
920183)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
0108503551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路凯物流有限公司车辆
川AS2045道路运输证,证号028
6048不慎遗失 , 声明作废 。

2019年8月19日

●成都市武侯区新沃尔建材商
会公章（编号：5101075090776）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090
777）、魏森林法人章（编号：510
1075090778）均遗失作废。
●成都紫葡萄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6992081
5）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
69933999）遗失作废。

●成都永和青马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5089641）遗
失作废。
●成都宏达鑫强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245057284）遗失作废。
●成都普洪永道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933527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33
5280）遗失作废。

●成都湘蓉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
07000287813）、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 （代码：56200640-
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10756200640-4）公章 （编
号 ：5101008331513）、 财务章
（编号：5101008331512）、 法人
吴郧生私章（编号：5101008333
473）遗失作废。

●成都凯世捷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4年5月26日刻的合同专用
章 （编号：5101315005087），于
2019年8月15日遗失作废。
●成都湘蓉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331513）
财务章 （编号：5101008331512）
法人吴郧生私章（编号：510100
8333473）遗失作废。

●成都卡丹扎文化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282381）遗
失作废。
●四川百亚汽车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75130395）遗
失作废。
●成都蓝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068
969）、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08615580）遗失作废。

●成都鑫太铖商贸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8648
681）遗失作废。
●成都市长盛灭鼠除虫卫生防
病有限公司王述培法人章 （编
号：5101000111018）遗失作废。
●成都川之旅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武侯分公司公章（编号：5101
075485108）遗失作废。

●成都锦程名师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沈仁群法人章（编号：5101
04900004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长江出租汽车公司工会
黄松法人章（编号：5101065084
820）遗失作废。
●四川丛林猛虎拓展训练有限
公司吴谷祥法人章（编号：5101
245028849）遗失，声明作废。

LPR水平较之前水平下降
“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之

后，刚公布的LPR水平较之前水
平是下降的，相对于贷款基准利
率来说也是下降的。通过商业银
行贷款定价行为传导到实体经济
当中，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
资成本。”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
长孙国峰在20日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说。

据了解，LPR将按公开市场
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
其中，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
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中期
借贷便利期限以1年期为主，反映
了银行平均的边际资金成本，加
点幅度则主要取决于各行自身资
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
素。

新增8家报价行
对于LPR市场化程度的提

高，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
报价行要根据自身对最优质客户
执行的贷款利率报价，充分体现
LPR由市场化报价形成的原则。
此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还体现
在，将LPR改为按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报价
行在原有10家全国性银行基础
上，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
银行、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各2
家，扩大到18家；报价频率由原来
的每日报价改为每月报价一次，
提高报价行的重视程度，提升
LPR的报价质量等。

孙国峰说，在新的LPR形成
机制下，由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将对过去市场利率的下降予以更
多的反映，带动LPR的下行。改革
完善了LPR形成机制，增加了在
同类型银行当中贷款市场影响力
比较大、贷款定价能力比较强、服
务小微企业效果比较好的中小银
行，好处在于可以提高LPR的代
表性。新入选的8家报价行都符合
这样的特征，也是由市场利率定
价自律机制甄选出来的。

828快递员节即将登陆蓉城！
快来为快递员朋友打CALL

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快递行业以及快递员的了解，由成都市邮政管
理局、成都市快递行业协会主办，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四川苏宁物流承办的

“828快递员节”即将在蓉城登陆。
不管风寒雨露还是骄阳烈日，快递员们都坚守承诺，穿梭在城市之中，

他们交付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份温度。8月20日~8月28日，抖音征集祝福、
“高温下的坚守”摄影征集、绿色物流体验站、超燃快递员评选等一系列精彩
活动，将让大家了解身为”蓉城小蜜蜂“的快递员们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快递员工作艰辛，起早贪黑、风雨无
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
蜂，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通过开展“超燃快递员”的评选活
动，深入挖掘从业人员立足岗位、服务社
会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最基层、最感
人、最生动的快递员典型。共评选出20名

“超燃快递员”。
■活动时间
宣传报名时间：2019年8月20日～8

月23日；评选截止时间：2019年8月24日
～8月26日；颁奖时间：2019年8月28日

■参与方式
（一）评选标准
1、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爱岗

敬业，乐于奉献，职业道德和思想素质
优秀。

2、服务技能精湛、具有强烈的工作
责任心，认真贯彻执行行业法规和行业
标准版，为用户提供优质规范的服务，得
到用户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用户评价高，
无“责任投诉”。

3、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在

旺季服务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受到消费
者、媒体表扬，或获得劳动模范称号，受到
县市级政府部门表彰者可优先参评。

（二）参与方式
企业推荐和个人推荐的方式结合，按

照“宣传报名-预审筛选-评选投票-宣传
表彰”的程序进行。

网络投票：通过“红星新闻APP”进行。
■评选程序
（一）宣传报名阶段（2019年8月20日

～8月23日）
参与人将报名信息（公司+姓名+联系

方式+照片+主要事迹）发至【QQ邮箱
351582676@qq。com】即报名成功。

（二）宣传投票阶段（2019年8月24日
～8月26日）

根据投票结果，评选活动领导小组
组织人员对排名靠前的候选人进行综合
评判，最终确定20名“超燃快递员”，名单
在红星新闻APP上公示。

（三）表彰阶段（2019年8月28日）
颁奖仪式上，将对当选的20名“超燃

快递员”进行表彰。

活动一：“超燃快递员”评选活动

活动二：“高温下的坚守”摄影比赛

活动三：绿色物流体验站

活动四：抖音征集祝福

在线全网征集。欢迎各位爱好摄影
的朋友以及社会人士积极拍摄，展示快
递员的工作和生活。

■活动时间
作品征集时间：8月20日～8月23日
投票截止时间：8月24日～8月26日
■参赛对象
不限，拿起手机拍照即可参与，照片

格式不限。

■活动内容及形式
发现身边快递员小哥的美，拍摄的

所有作品将在当天颁奖仪式进行展示。
■活动奖品 投票选出前3名，参与

828快递员节颁奖仪式。
■作品征集
参赛者按活动要求和时间将报名信

息（姓名+联系方式+照片作品+作品简
介）报送至QQ邮箱351582676@qq.com。

■活动主题
现在，未来 由我们来
■活动目的
绿色物流，轻简生活。可循环利用快

递盒实现绿色环保物流，提升全民环保

共识和觉悟，倡导绿色环保消费意识。未
来的快递是什么样子？由你来想象。

■活动时间 8月25日
■活动地点 金楠天街红孩子店
■参与人员 不限

“嘿兄弟，我想对你说”主题短视频征
集活动也已开启。大家可用短视频来记录
你对快递员的祝福。

■活动时间 8月20日～8月26日
■参与方式 打开抖音APP，拍摄视

频，发布到抖音话题#嘿兄弟，我想对你
说#即可参与活动。

■短视频内容：以创意短视频（30
秒以内最佳）为主，提倡自创，有新意，

并且有质量。优秀作品将在颁奖仪式上
进行展示。视频内容包括：（1）收集路
人、亲人对快递员小哥“爱的祝福”以及

“夏日安全”的叮嘱；（2）对快递邮政行业
的美好希冀等。

我们将对征集到的短视频进行评
选，通过点赞数量选出最优作品并送出
精美奖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陈应鹏

8月20日，爱奇艺公布了截至
2019年6月30日的第二季度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财报显示，2019
年二季度爱奇艺营收达到71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5%。其中，会员
服务收入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8%，至第二季度末其会员订阅
超过1亿人，订阅会员规模同比增
长50%。不过财报显示，爱奇艺的
广告营收未见增长，同比降16%。

这是否意味着对视频平台而
言，主营收入已经从此前的广告
收入向会员订阅收入转移了呢？

爱奇艺会员订阅数破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视频网
站的在线广告收入一直是重要收
入来源。在爱奇艺的二季度财报
中，在线广告的营收显示为人民
币22亿元，同比下滑16%。从财报
中可以很明显地看见，会员订阅
的营收已超过在线广告，且占总
营收的4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
理爱奇艺财报发现，其会员订阅

营收从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每季
度都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广告收
入的营收则基本持平，同比增幅
也从2019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

爱奇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龚宇称订阅会员总数超过1亿“是
公司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爱奇艺
首席财务官王晓东也特别谈到会
员订阅数增长对公司作出的贡
献，“我们的会员业务实现了稳定
增长，订阅营收同比增长38%，这
得益于我们在本季度强劲的内容
发布。”

更多观众愿意为内容付费

如今人们的版权意识已经越
来越强，内容付费的习惯也已逐
步养成，其中以音乐付费和视频
付费最为用户熟悉。

经常追剧的用户也许会发现，
各大网站的会员费并不低。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梳理了几大头
部视频网站的会员年费，爱奇异、
腾讯、优酷土豆、搜狐的非TV版会
员年费几乎都是198元/年（折扣

前），月度会员费也在20元上下，而
TV版的会员费则更高。

据腾讯2019年第二季度财
报，腾讯视频订阅用户量为9690
万，同比增长30%。阿里文娱财报
显示，2020财年第一季度，优酷平
均每日订阅用户量同比增长40%，
但并没有公布具体订阅用户量。

原创内容影响会员订阅数

原创自制内容直接影响会员
订阅的数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发现，今年的热剧《破冰行动》
就由爱奇艺自制，需购买会员才能
观看。《怒晴湘西》《倚天屠龙记》

《斗罗大陆》等腾讯自制剧目也为
腾讯视频带来了众多付费用户，腾
讯2019年第二季财报就专门提及，
订阅用户的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
其平台自制国漫系列《斗罗大陆》
（第二季）的大受欢迎。

用户会员付费、原创自制内容
……各大视频网站正在摸索由优
质内容向营收转化的最佳方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成

8月20日上午，“城市因你而美·新华
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捐赠仪式在四川绵阳举
行。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向绵阳市
2549名环卫工人捐赠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合计捐赠保额2.549亿元人民币。

据悉，本次捐赠由新华保险通过其
发起设立的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这
一专业公益平台实施，为绵阳市环卫工
人赠送意外伤害保险。捐赠仪式现场，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
司代表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向绵阳
市7家环卫服务公司赠送保单。

据绵阳市保险行业协会田茂林秘书
长介绍，绵阳市保险业在绵阳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
下，呈现出稳定发展势头。2018年，全市
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117.18亿元。全市保
险业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作为，努力奉
献，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同时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保险行业也越来越多的参与
公益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回报
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新华保险绵阳中心支公司罗海总经
理表示，2019年，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项
目将扩大到全国的100个城市，覆盖环卫
工人总数也将超过70万人，公司将结合
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和各方社会公益力
量，让更多的环卫工人感受到保险带来
的福祉。通过这次公益行动，希望能为环
卫工人群体构筑起风险保障的后盾，为
地方民生事业与社会发展的进步做出贡
献，同时也呼吁全社会对包括环卫群体
在内的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关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绵阳市2549名环卫工人获新华人寿保险
公益基金会2.55亿元暖心保障

新LPR首次报价 降了
将降低实际贷款利率，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

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后的
首次报价出炉。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PR报价4.25%，5年期LPR为4.85%。

分析认为，新的LPR形成机制提高了市场化程度，将
有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率，降低实际贷款利率，进而降低
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针对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
平，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房贷利率要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
示，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推进，我
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
进展，大部分银行已建立较完善
的贷款定价模型，自主定价能力
显著提升，改革完善LPR形成机
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刘国强表示，目前我国的贷
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但仍保留
存贷款基准利率，存在贷款基准利
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双轨”
问题，影响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一
定程度弱化银行之间的竞争。

他表示，银行发放贷款时大
多仍参照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特
别是个别银行通过协同行为以
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倍数设定
隐性下限，对市场利率向实体经
济传导形成了阻碍。虽然市场利
率下来了，但是贷款利率的“地
板”比较硬，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这是目前市场利率下行明显，但
是实体经济感受不足的一个重
要原因，也是当前利率市场化改
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推进贷款利率并轨，着力点
是要培育更加市场化的利率基

准。LPR是由报价行报出本行最
优质客户贷款利率，由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
算并发布的利率，能够更好地反
映信贷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有
利于疏通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
传导。”刘国强说。

针对记者关于新的报价机制
下，个人房贷利率的政策会不会
有所调整的问题，刘国强表示，房
贷利率由参考基准利率变为参考
LPR，但最后出来的贷款利率水
平要保持基本稳定。“具体怎么操
作，过几天人民银行将会发布关
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公
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房贷利率
不下降。”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降超1%

针对市场关心的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的问题，银保监会副主
席周亮表示，上半年，小微企业
融资综合成本下降超过1个百分
点，阶段性地完成目标。

据他介绍，到今年上半年，
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5.6
万亿元，其中普惠性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10.7万亿元，增速14.27%，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7.14个百分
点。有贷款余额的户数达到1988
万户，比年初增加265万户。

贷款成本方面，上半年，新
发放的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利
率6.82%，比2018年全年平均利率

水平下降0.58个百分点。其中，5
家国有大型银行平均利率4.87%，
比2018年下降0.66个百分点。

“此外，我们还通过减免一
些信贷的相关费用，比如咨询费
等各种杂费，使融资成本下降了
0.57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小微
企业融资综合成本下降超过1个
百分点。”周亮说，在当前的形势
下，LPR的实行有利于降低企业
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
成本。

周亮表示，采用LPR对银行
内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
必须抓紧练好内功，提高市场化
定价能力，“LPR是按照公开市
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而加点取
决于银行的业务模式、资金成
本，对市场供求以及客户风险溢
价的研判。因此银行要持续加强
信贷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尽快完
善信息系统和规范合同文本，切
实提升市场化定价能力。”。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孙国峰表示，短期内贷款利率下
降可能会对银行的息差、盈利有
一定的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
银行贷款自主定价能力提升有
利于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
存款基准利率将在未来较长时
间内保留，人民银行将指导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强对存款
利率的自律管理，稳住银行负债
端的成本。 （据新华社）

新的新的LPRLPR形成机制提高了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了市场
化程度化程度，，将有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将有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
率率，，降低实际贷款利率降低实际贷款利率，，进而降低实进而降低实
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利于降低企业有利于降低企业
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利好中小企业
房贷利率由参考基准利率变为参考房贷利率由参考基准利率变为参考

LPRLPR，，但最后出来的贷款利率水平要保持基但最后出来的贷款利率水平要保持基
本稳定本稳定。“。“具体怎么操作具体怎么操作，，过几天人民银行将过几天人民银行将
会发布关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公告会发布关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公告，，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房贷利率不下降房贷利率不下降。”。”

房贷利率不降

权威解读权威解读

会员服务收入34亿 在线广告营收22亿

爱奇艺以后赚钱主要靠会员？
爱奇艺动刀

演员片酬限价5000万

在爱奇艺公布的新一季
财报中，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发现，作为运营成本中
的重要部分，本季度内容成
本支出为50亿元，同比增长
7%，但相比上季度减少了约3
亿元人民币。

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
议上，龚宇表示，目前从演
员、导演、编剧方面来看，内
容生产市场更趋于稳定，“举
例来说，在上半年和之前，与
我们签约的演员中，片酬
8000万～1.2亿的，现在的片
酬大概在1000万～5000万，
符合我们限价5000万的规
定。整个市场趋势不断稳定、
成熟。长期来讲，我们的话语
权会更多，内容成本会进一
步得到控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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