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学生？五部门联手打击———

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
部分大学生

陷入高额贷款陷阱

《通知》指出，部分互联网小
额贷款机构通过和科技公司合
作，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虚
假、诱导性宣传，发放互联网消费
贷款，诱导大学生在互联网购物
平台上过度超前消费，“校园贷”
泛滥，“裸条贷”等乱象时有发生，
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
阱，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
《通知》以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业务为重点，加大违法犯罪行为
打击力度，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
精准“收割”大学生的现象。

四方面规范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监管

《通知》从四方面进一步规范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

加强放贷机构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业务监督管理。明确小
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
联网消费贷款，明确未经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

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加大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

和帮扶力度。从提高大学生金融
安全防范意识、完善帮扶救助工
作机制、全面引导树立正确消费
观念、建立日常监测机制等方面，
要求各高校切实担负起学生管理
的主体责任。

做好舆情疏解引导工作。指
导各地做好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监督管理政策网上解读和

舆论引导工作。
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业务中违法犯罪查处力度。
同时，《通知》也针对当前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相应的监管要求，包
括规范放贷机构及其外包合作机
构营销行为，要求放贷机构实质
性审核识别大学生身份和真实贷
款用途，不得以大学生为潜在客
户定向营销。

已发放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
贷款怎么办？《通知》要求，小额贷
款公司制定整改计划，已放贷款
原则上不进行展期，逐步消化存
量业务，严禁违规新增业务。此
外，银行业金融机构需加强排查，
限期整改违规业务。

正规金融机构
应成为校园金融主力军

专家建议，监管部门要继续
“堵偏门”“开正门”：一方面采取
多种措施加大整顿力度，坚决遏
制非法网贷平台无序蔓延，将“偏
门”堵严、堵实；另一方面要放宽政
策限制，进一步放宽正规金融机构
进入大学生信贷领域，将“正门”开
大、开好。“正规金融机构应成为校
园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对大学生群
体开发有针对性的新产品，如提
供额度适中的信用卡、消费贷款、
创业贷款等，帮助大学生形成良
好的金融消费习惯，积累更多信
用。” 据新华社

多地60岁以上老人开打新冠疫苗
专家详解接种需注意问题

目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
在全国范围有序进行。此前，各
地疫苗接种主要针对18至59岁
人群。近期，一些地方已经启动
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

多地部署60岁以上老人
接种新冠疫苗

“截至3月14日，共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6498万人次。”国家卫
健委副主任李斌15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介绍，目
前，中国正在按照重点人群、高
危人群和其他人群依序推进的
原则组织实施接种，稳步提高新
冠病毒疫苗人群覆盖率。

记者了解到，近期，多地已
陆续开始为60岁以上老年人接
种疫苗。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息，目
前，北京已为部分有接种需求且
身体基础状况较好的60岁及以
上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下一

步，将根据国家意见适时全面开
展老年人接种。此外，根据疫苗
研发进展和后续临床试验结果，
北京还将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安
排全市18岁以下人群接种。

在安徽合肥，瑶海区、蜀山
区等近期也已宣布，慢性病人群
及60岁以上老年人群，如确实
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也可经接种
医生健康评估合格后再接种。

天津则明确，2021年下半
年，适时启动老年人(≥60岁)、
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接种，同
时根据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
进展，及时调整免疫策略。

什么情况下
老人可接种新冠疫苗

老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否安
全？接种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老
人要充分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
再预约，接种前，工作人员还会
对老人的血压等情况进行评

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患有慢性病的病人是否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北京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如果慢性
病可以通过药物控制，身体能够
保持稳定、良好的状态，是可以
接种疫苗的。相反，无论患有哪
种疾病，如果正处在急性期，都
不建议接种疫苗。

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也
表示，作为老年人，只要高血压
是控制的、血糖是平稳的、服药
都是正常的，就可以接种新冠疫
苗。但如果高血压控制不好，应
先进行高血压方面的治疗，平稳
之后，再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接种后
一定要监测生命体征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接
种完新冠疫苗后，有没有一些特
殊的注意事项？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需
要监测一下生命体征，比如血
压。”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主
任医师闵海燕提醒。

尹卫东也提醒医疗机构，对
老年人进行新冠疫苗注射后应
有一些特别的监测，有益于缓解
老年人的紧张，也便于正确理解
一些与疫苗无关的偶合反应，还
可以通过社区组织上门服务等
方式提高老年人的接种便利性。

在异常反应救治保障方面，
国家层面也在强化。

据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会透露的消息，已组织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对口负责接种
点的医疗救治保障工作，派出有
经验的急诊急救人员携带必要
的医疗设备、药品等驻点保障，
确保发生疑似异常反应时能够
及时识别、立即处置。另外，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已派出15个督
导组赴各省现场指导，确保各项
措施落实到位。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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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级“三公”

经费预算“八连降”

据新华社电 山东省省直部
门近日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1年
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山
东省财政厅汇总公开了省级“三
公”经费预算总额，山东实现省级

“三公”经费预算“八连降”。
从公开数据看，2021年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为1 . 99亿
元，比上年减少6965万元，下降幅
度达到25 . 86%，实现“八连降”。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4421万元，公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 . 33亿元，
公务接待费2261万元。

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山东省全面落实政府
过紧日子要求，坚持厉行节约、精
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大力压
减“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腾
出资金支持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民生保障水平提高。

山东共有114个部门通过各
自网站或媒体公开了部门预算和
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信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波 通讯员 刘玉龙

3月17日，备受关注的康复大学
工程再传好消息，目前创新核部分
已经完成部分主体封顶，开始进入
装饰装修阶段，计划5月中旬完成主
体验收，预计今年建设完工。

康复大学作为国家级大学、
国际一流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由
山东省主办，中国残联、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建设，驻地青
岛市，项目选址在高新区南部滨

海地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康
复大学建设，将其纳入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

作为地标性建筑，康复大学
创新核部分由三栋主体建筑和两
条“飘带”状廊架桥组成，总建筑
面积18 . 78万平方米，投用后，这
里将囊括综合共享中心、公共教
学实训中心、创新驱动中心等。校
园占地70公顷，总建筑面积约53
万平方米，主要由创新核、学部组
团、行政组团、后勤保障组团、体
育馆等部分组成。据悉，到本月

底，创新核三栋建筑将全部封顶，
廊架桥部分正在进行打桩，预计4
个月后也将全面完工。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康复大学项目总工陈斌介绍，康
复大学创新核部分预计在4月底
完成二次结构施工，5月中旬完成
主体验收，2021年内项目建成。

康复大学项目建成后，不仅有
助于解决康复专业技术人才不足的
瓶颈问题，成为解决残疾人康复问
题的重要举措，还将极大促进青岛
市康复、医疗等健康产业快速发展。

3月17日，银保监会、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央行等五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其中明确提出，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
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
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新一轮冷空气接力

北方沙尘“卷土重来”？

我国北方多地刚刚经历了近
10年来最强沙尘天气，影响面积
超过380万平方公里，到3月17日，
一些地方仍被沙尘困扰。中央气
象台预计，19日至21日，又有一股
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给中东部
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通过预报和专家分析可以看
出，这轮近十年最强沙尘天气，已
经到了收尾阶段。不过，很多人担
心，这仅仅只是个开始。确实，后
面可能还会有沙尘天气。中央气
象台预报，19—21日，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先后有
4℃—8℃降温，部分地区有4—6
级偏北风。内蒙古中西部、河西走
廊、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
或浮尘天气。

据中国天气网数据，就常年
来看，3月份的沙尘天气通常是
高峰期的开始，3—5月进入沙尘
高发期。从我国2000—2019年各月
沙尘天气分布来看，3—5月的沙尘
过程能占全年的80%，4月份沙尘天
气最频繁，常年平均达到4 .5次。

预报显示，19日可能会抵达
的这轮沙尘天气强度会明显偏
弱，不过北方的小伙伴还是要注
意做好防风防沙准备，及时关闭
门窗；注意佩戴口罩，纱巾等防尘
用品。 据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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