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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新
闻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8白领年终奖
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爱存钱，中高层喜
欢用于子女培养。

超8成
白领更爱年终奖发现金

调研数据显示，白领所获的年终奖中，
有75.47%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这一比例
相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是年终奖的主
要发放形式。除了现金，生活用品、食品、
旅游、数码产品等也是年终奖比较重要的
发放形式。此外，今年发放股票/期权的比
例仅为3.27%，比去年的8.2%有明显下降。

在白领眼中，现金才是最实在的年终
奖发放形式，毕竟有了钱想买啥都可以。
调查显示，超过8成的白领希望年终奖发
现金，选“生活用品”和“食品”的仅有
15.31%和 11.88%，而实际发放“生活用
品”和“食品”的比例为28.52%和21.53%。

39.74%和37.43%
白领热衷孝敬长辈和储蓄

白领们在拿到年终奖后，选择“孝敬长
辈”的比例最多，达39.74%；其次是“储蓄”
和“购物”，分别为37.43%和30.82%；“投
资理财”“还贷”“子女培养”也是年终奖的
主要使用方式，占比都超过了20%。

数据显示，年轻人喜欢将年终奖存起
来，选择“储蓄”的95后高达45.72%，90后
为 39.45%，而选择“储蓄”的 60 后仅为
30.16%。年轻人初入职场，收入水平和存
款金额都比较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他们
喜欢通过储蓄来提高生活的安全感。而年
纪较长的职场人通常要养家，日常开销多，
用于储蓄的资金也比较有限。

企业管理层的白领比较注重“子女培
养”和“培训充电”，这两项的年终奖使用比

例分别为33.06%和25.81%，中层管理者
选择这两项的比例也高达 34.72%和
24.59%，而普通员工的占比仅有14.91%
和9.83%。可以看出，职级越高的人越注
重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38.47%
白领因年终奖不理想而跳槽

调研数据显示，38.47%的白领会因为
年终奖不理想而跳槽，不跳槽的占比最低，
仅为23.69%。

“因年终奖不理想而跳槽”这一趋势在
年轻人中更普遍，95后高达43.99%，90后
为40.74%，60后仅为21.34%。作为初入
职场的新人，薪酬和存款都比较少，所以更
看重年终奖的收入。

数据显示，超7成白领认为年终奖会
影响他们对公司的选择，38.27%的白领认
为“年终奖是有效的激励手段”，33.13%的
白领认为“年终奖是公司福利的标配”。因
此，企业可以适当将资源往这方面倾斜，从
而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是一笔投入产
出高的投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相关新闻
年末理财 银行盯上年终奖
各家银行推出“年终奖专享产品”，
最高年化收益率超过5%

临近春节，各家银行“盯上了”客户们
的年终奖，推出了各类理财产品。1月15
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银行发现，目前在售
的银行理财产品中，平均预期收益率在
4.3%上下，与前几周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不过，各家银行借机推出“年终奖专
享产品”吸金，其最高年化收益率超过了

5%。另外，随着外币存款和相关理财产品
利率提升，外币理财再次进入投资者的视
野。

“当下，1万门槛的理财产品受欢迎，以
前投资者必须凑够5万才能投资理财，现在2
万、3万的理财单子一天有10多个，积少成
多，理财产品销售总量比去年有大幅提升。”
昨日，观音桥某国有行大堂经理叶雯雯说。

除了1万起的理财产品外，不少银行
推出的“专享理财”也吸足了眼球。记者发
现，当下高收益率产品全部为“专享”产
品。某城商行的一款投资期限为377天的

“年终奖专享”产品，起投金额为3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了5.3%；而另外一款
投资期限为210天的“专享理财”起投金额
为1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达到5%；其
他3个月以上的“专享理财”产品收益率都
在4.7%-4.95%上下，远超目前理财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银行理财产
品，外币存款的利率也在提高。中国银行
观音桥支行客户经理程女士介绍，与上个
月相比，外币存款利率提高了不少。

“以美元定存为例，当下利率根据起存
金额、起存期限不同分别为：10000美元
（含）以上 3 个月期限，年利率为 2.6%；
3000美元（含）-10000美元（不含）一年期
限，年利率为2.8%；10000美元（含）及以
上一年期限，年利率为3.6%。”

而一些城商行和外资行会根据你的存
款量而提升利率，其中有一家城商行1000
美元-10000美元（不含）一年期限，年利
率能到3.2%。

中信银行客户经理王成泽告诉记者，
目前中信银行外币大额存单涵盖美元、澳
元两类币种，支持钞汇账户，期限分为3个
月、6个月、1年期、2年期，收益率在同业市
场上具有明显竞争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吴黎帆

1月8日至3月7日
云闪付扫码乘公交
仅需1分钱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吴黎帆）昨日，记者从重银联
获悉，1月8日至3月7日，主城九
区市民使用云闪付APP扫码乘公
交只需1分钱，每天可以享受两次
优惠。另外，重庆35个区县均可用
云闪付APP扫码乘车。

据介绍，去年底，重庆主城公交
云闪付全面上线。目前，重庆35个
区县的公交车均可受理二维码、手
机闪付及卡闪付等全部云闪付支付
方式。

1月8日至3月7日，主城九区
将启动“1分钱乘公交”活动热潮，
主城区市民可通过云闪付APP、银
联手机闪付享受1分钱乘公交，银
联信用卡闪付可享受5折乘公交优
惠。此前，万州、涪陵、永川、铜梁等
26个远郊区县已先后上线云闪付，
当地居民享受到了“1分钱乘公交”
的实惠，体验到了云闪付快捷安全
的移动支付服务。

此外，即日起至 2月 4日，市
民还可通过云闪付 APP 扫描身
边银联 logo 或云闪付 logo 领取
新春红包，每天可领3次，最高可
领2019元。同时，每天打开云闪
付签到、信用卡还款、转账以及
邀请好友等均可得最高 2019 元
红包。

据了解，云闪付APP兼具银行
卡“0”手续费跨行转账、“0”手续费
信用卡还款以及余额查询等丰富的
银行卡管理功能，同时还提供公共
缴费、手机充值、企业开户、缴纳交
通罚款等众多便民支付服务。

外出旅游已成为不少人新的过年方
式。据预计，今年春节约有4亿人次将选
择“旅游过年”。离春节只有半个多月时间
了，春节旅游目的地该如何选择？如何能
达到最优惠？昨日，携程发布春节国内游
价格指数，预计今年春节国内跨省跟团游
人均花费将超过3500元。

跟团游预计人均超过3500元

携程发布春节国内游价格指数显示，
由于景区降价、高铁开通、航空燃油费取消
等，国内游的性价比还比往年更高了。

1月上旬，春节国内游的预订就进入
了高峰，部分热门线路出现了“满团”现
象。目前报名携程春节国内游的游客来自
全国386个城市，足迹遍布全国409个目
的地。

虽然性价比高了，但从订单看，国人愿
意花费更多的开支在家庭旅游上，以3到4
人的家庭为例，4到6天的长途旅游，预计
总花费超过1万元。

携程旅游大数据中心发布的“2019春
节国内游价格指数”显示，预计今年春节国
内跨省跟团游人均花费超过3500元，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

携程还针对春节发布了“反向春运”旅
游产品、“省钱秘籍”与专属优惠，通过反向
出游、打包套餐优惠、提早预订、关注尾单，
能帮游客节省不少开支。

最热门的三亚人均要花五六千

春节国内热门目的地要花多少钱？携
程数据显示，截至1月上旬，春节假期预订
人气最高的二十大目的地分别是三亚、北
京、广州、厦门、昆明、丽江、哈尔滨、成都、
上海、桂林、西安、珠海、西双版纳、重庆、北

海、南宁、杭州、贵阳、张家界和深圳。海南
三亚位居春节国内游人气第一名，从价格
上看人均花费也最高，5到6天的跟团游产
品，飞机往返加上当地高星级酒店、地接等
费用，人均费用预计超过6000元。重庆、成
都人均消费均不高，普遍在3000元左右。

冰雪旅游热门线路“哈尔滨+雪乡”，
价格与去年持平，5到6天跨省游人均消费
超过5000元。雪乡一地游的价格相对较
低，网上预订目的地参团春节价格在1500
元到2000元。

反向春运旅游比平时便宜2成

春节旅游资源紧张，线路价格居高不
下，但在春运客流单向不平衡的情况下，

“反着跑”成了一种巧妙利用交通资源的交
通方式，会有意想不到的优惠，旅游也一
样。

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春节热门目
的地中，杭州等华东线路的价格较低，携程
整合了春节高性价比的酒店等资源，高等
级的产品人均不到2000元。目前，资源还
较为充足，游客可以根据预算进行目的地
选择。

携程网上，重庆到上海的“华东5市+
乌镇6日5晚跟团游（4钻）”，包含全部精
华景点，全程安排知名舒适型酒店，明星导
游带队，春节价格为2500元，比平时的价
格还便宜了近20%。

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显
示，上海、杭州、苏州、厦门等春运热
门出发城市，春节期间旅游价格低体验
好，部分旅游产品价格有小幅下降。

自由行订套餐最多节省3成

如果打算在春节自由行，可以选择交
通、住宿等产品一起预订，价格更便宜。以
三亚为例，携程上从重庆出发的“三亚5日
自由行（5钻）”，累计出发人数近2万人，集
合了三亚湾、亚龙湾、海棠湾、大东海四大
湾区的优选酒店，自由行的打包套餐，来回
机票组合四晚高星酒店，起价为2802元，
较单独购买机票和酒店便宜了不少，而春
节价格将会大幅上升。

在春运前夕，携程APP首页上线一项
新功能——“机票火车票+酒店”。消费者
首次可以将机票、酒店、签证、门票等产品
加入“购物车”中，通过这种自由组合、打包
预订的方式，总价最高可以享受30%的优
惠。以一个春节期间到厦门的机票+酒店
套餐产品为例，2人出游组合预订总价为
5155元，比分开订便宜了1180元，省出了
一部千元机。

提前订+抢尾单能省千元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旅行社会提前向
航司、酒店、地接采购旅游资源，旅行社为
保证产品售卖，一般会早期以低价提前抛
售一些资源，所以“提前预订”是获取低价
最简单的手段。

以亲子出游首选目的地广州长隆和珠
海长隆为例，“广州长隆+珠海长隆5日4
晚跟团游（5钻）”产品，双长隆畅玩，春节
出行价格为3902元，如果提前15天预订，
最高可享6人一单立减1000元。旅游网
站的春节红包、尾单也值得关注。携程网
目前已上线“春节望神州”专属页面，活动
优惠最高达2019元，其中更有春节尾单销
售，目前预订国内游有几百元的降幅。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实
习生 段艳惠

城市“打扬尘”
清爽迎新春

近日，九龙坡区九龙镇开展“迎
新大扫除”活动，组织全镇清扫卫生
死角，清运暴露垃圾，清理乱堆乱放
乱牵，清除“牛皮癣”，清洁垃圾桶和
栏杆等，给城市“打扬尘”，准备清清
爽爽过新年。

全镇机关干部、社区村居、保洁
公司、社区志愿者等上千人，男女老
少齐上阵，拿着扫把提着桶，带着抹
布握着铲，钻绿带、抹栏杆，拣烟头、
铲纸条，扫垃圾、冲地面，搬堆堆、拆
绳绳，好一幅新春扫尘图。仅1月
14日这一天，便清运垃圾20余车，
清除“牛皮癣”3000余张，擦洗栏杆
1万多平方米，此项活动将持续到
春节放假前。 肖飞

三亚游人均花五六千三亚游人均花五六千
春节国内游教你咋省钱春节国内游教你咋省钱

反向春运旅游比平时便宜两成反向春运旅游比平时便宜两成，，订套餐订套餐、、抢尾单可以省不少钱抢尾单可以省不少钱

年终奖怎么花年终奖怎么花？？
4545..7272%%的的9595后把它存起来后把它存起来
白领热衷孝敬长辈和储蓄白领热衷孝敬长辈和储蓄

海南已成为春节最火的国内游目的地。

重庆文旅度假地产
呈现井喷行情

2018年，重庆旅游业出现爆发
式增长。根据携程近日发布的国民
乘机大数据显示，2018年，在最受
欢迎的国内前十大旅游城市中，重
庆位列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第六位。
作为热门旅游城市，重庆文旅地产
也呈现井喷行情。

重庆文旅度假地产市场到底有
多大？据英联达美产业机构不完全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人在
重庆、贵州及湖北购买的文旅度假
地产套数约15000套，购买面积超
过70万平方米。

今年，各大知名房地产开发商
纷纷扩张文旅地产版图。比如，华
宇计划的黄水新拿地计划；兴茂的
南川冷水、乐村、金山镇、桐梓项目；
融创等四面山项目；恒大在长寿的
湖山半岛；绿城在大足的桃李春风；
鲁能在江津的美丽乡村等。江津、
南川、巫山等各区域也纷纷在旅游
业上发力，加入对文旅地产市场的
争夺战。

文旅地产领军品牌英联达美机
构总经理赵曼琳介绍，近几年，重庆
市文旅地产可建设用地供应高达数
万亩。实际上，近三年来看，重庆文
旅度假地产每年销量都较为均衡，
各热门度假区域呈现此消彼长的态
势。有关数据统计，按照目前的消
化速度，仅南川的供应量就足够重
庆市场消化10年。 （数据来
源：英联达美产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