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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山东省价格协会价格举办价格鉴证师
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考试考前培训班
为适应价格鉴证工作的需要，中国
价格协会组织“价格鉴证师职业能力水
平评价考试”，为组织配合好这次考试，
经中国价格协会同意，山东省价格协会
于８月中旬在济南举办了价格鉴证师职业
能力水平评价考试考前培训班，聘请国
家的专家教授对考生进行考前辅导，来
自全省７０人参加了培训班，为期六天，以
五天专家授课一天研讨会的形式展开。

培训班期间，各参加人员认真听课记录，
与老师积极互动交流，研讨时更是激烈
发言，解答疑难问题，并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对考试有很大的帮助。
山东省价格协会秘书长王鲁岳同
志表示，后期会配合中国价格协会做好
“价格鉴证师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考试”
相关考务工作，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
用。

【政策法规】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
山东省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
目录清单的公告
为提高我省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要求，现对我省

费政策透明度，规范收费行为，强化社会

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进行

监督，根据中央和山东省定价目录规定， 修订并公布。
附件

山东省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文件
行业主管
定价部门
定价方法
（文号）
部门
经营性公路（含 一类车０．４元 鲁交财 省交通运输部
桥梁和隧道）通 ／ 公里，其它 〔２０１７〕 门会同省发展
政府指导价
交通
交通运输
见文件
８３号
改革部门
服务 车辆通行费 行费
部门
收费
授权市、县人
渡口通行费
政府指导价
民政府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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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公共文化、交
通、体育、医
疗、教育等公共
设施配套停车场
（库、泊位），
机动车停放 具有垄断经营特
征停车场（库、
服务收费
泊位）收费
政府投资建设
（设立）的停车
场（库、泊位）
收费
港口重要服
停泊费
务收费

交通
服务
收费

航道通行费

高速公路清
障救援服务
费

拖车费

吊车费

公用
事业
服务
收费

车辆站务基本服
汽车客运站 务收费
服务收费
旅客基本服务收
费
居民生活垃圾处
理费
生活垃圾处
理费
非居民生活垃圾
处理费
有线数字电
视基本收视
维护费

其它
垄断性交易
特定
平台服务收
服务
费
收费

行业主管
部门

定价方法

授权市、县人
公安部门
民政府
政府指导价

授权市、县人
公安部门
民政府
授权市人民政 交 通 运 输
政府指导价
府
部门
拖驳船队重
船每次每吨
０．３５元，空船
每次每吨０．３
元；货轮不
分空重每次
每吨０．４元

船舶过闸费

定价部门

鲁发改
成本〔
２０１８〕
１４１６号

省发展改革 交 通 运 输
政府指导价
部门
部门

鲁价费函
〔２０１８〕
基础通行费
７９号、鲁
１．７５元／载重
发改成本
吨，里程通
省发展改革
〔２０１９〕
行费０．０５元／
部门
３０９号、鲁
公里·载重
发改成本
吨
〔２０１９〕
４３７号
一类车基本 鲁价费发
省发展改革
价２６０元，其 〔 ２ ０ １ ８ 〕
部门
它见文件
４５号
一类车４００
元，其它见
文件

交通运输
政府指导价
部门

交通运输
政府指导价
部门
政府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
鲁 交 财 〔 省发展改革部
交通运输
１ ９ ９ ６ 〕 １ １ 门会同省交通
部门
号
运输部门
政府指导价
授权市、县人
住建部门
民政府

政府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

授权市、县人
广电部门 政府指导价
民政府
省发展改革部
国资部门 政府指导价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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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证明文件文书类
具体见文件
公证服务收 公证收费
费
证明法律事实类
具体见文件
公证收费
司法鉴定服 法医类司法鉴定
具体见文件
务收费
收费
物证类司法鉴定
具体见文件
收费
声像资料类司法
具体见文件
鉴定收费
环境损害类司法
具体见文件
鉴定收费
住房物业管
理费
危险废弃物
医疗废物处置费
处置费
电动汽车充
换电服务收
费
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收费
（已按经营
具体见文件
服务性收费
管理的）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定价方法

政府指导价
鲁 价 费 发 省发展改革部
〔 ２ ０ １ ７ 〕 门会同省司法 司法部门
６８号
部门
政府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
鲁 发 改
省发展改革部
成 本 〔
门会同省司法 司法部门
２ ０ １ ８ 〕
部门
１４５３号

授权市、县人
住建部门 政府指导价
民政府
授权市人民政
环保部门 政府指导价
府
授权市人民政
府

政府指导价

鲁价费函
省发展改革部 市 场 监 管
政府指导价
〔２０１７〕
门
部门
４３号

【经济观察】

全省深化医改
２０１９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于实施健康山东战略和深化医药卫生体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新一轮

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围绕把治病为中心

医改实施１０周年，也是省委、省政府确

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实预防为

定的“工作落实年”。深化医改工作的

主，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紧紧围

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化医疗、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医改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落地见效、惠及人民群众。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１、进一步强化医改组织领导。各地

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医改组织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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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各相关部门负责）

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

４、加大对医疗机构开展公共卫生

结合机构改革，调整充实省深化医改领

服务的支持力度，建立医疗机构公共卫

导小组组成人员，明确办事机构及工作

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省财政厅、省卫

机制。召开新一届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会

生健康委负责）。评估基本公共卫生服

议，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

务项目实施情况，推动提高资金使用效

一步深化医改重点工作。各级要根据机

益（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负责）。以

构改革以及人员变动情况，尽快调整深

高血压、糖尿病健康管理为切入点，推

化医改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

进基层医防融合。加强信息公开，指导

用，各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各地结合实际，积极稳妥推进电子健康

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对医改工作亲自抓， 档案向个人开放；推进提供国家基本公
负总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

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机构信息公示。（省卫

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省卫

生健康委负责）

生健康委负责，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部
门，下同）

５、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
革，完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功能定

２、协调推进“三医联动”。重点任

位，持续推进妇幼保健机构和血站服

务牵头部门研究提出需要相关部门支持

务体系机制创新，深化基层运行机制改

的工作事项清单，加强部门间沟通和协

革，探索既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策，又

作配合，建立会商工作机制，强化责任

落实“两个允许”要求，逐步建立保障与

担当，切实做好相关部门本领域医改政

激励相结合的运行新机制（省卫生健康

策措施的落实，形成工作合力。（省卫生

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健康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分别负责， 省委编办负责）。加强疫苗接种管理，严
分别负责为各部门按职责分别牵头，下

格落实“三查七对”等操作规程。（省卫

同）

生健康委负责）
３、实施健康山东行动。深入贯彻。

６、加强癌症防治，推进癌症预防筛

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健康山东２０３０” 查、早诊早治。做好地方病、职业病、艾
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

滋病、结核病等防治工作。（省卫生健康

国行动的意见》，制定实施方案，启动一

委负责）

批健康山东行动，推进健康山东建设，

７、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政

着力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策。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

共管、部门协同配合的整体工作格局，动

和使用试点工作。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

员个人、政府和全社会共同普及健康知

构网上采购药品得到及时配送（省医保

识，开展健康促进，努力让群众不得病、 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负责）。将
少得病、延长健康寿命。（省卫生健康

公立三级医院合理用药情况纳入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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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绩效考核（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７月份出台实
省药监局负责）。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对国

施方案，１１月底前完成首次绩效考核工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中标药品质量、 作，考核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公立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和药款结算、中

推动开展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

标药品及所涉及原料药生产企业的监

考核工作。加强医疗机构用药管理，按

测，做好保证使用、确保质量、稳定供

照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要求，

应、及时回款等工作。（省工业和信息化

规范药品使用。（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省医保局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

分别负责）

省委编办负责）

８、建立有利于理顺比价关系、优化

１１、落实国家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

收入结构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材的改革方案和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使

调整机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用的政策文件。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做好
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动态调整

医保高值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对单价

医疗服务价格（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

和资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耗

委负责）。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材开展重点治理。改革完善医用耗材采
落实“两个允许”的要求，使人员经费支

购政策（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药

出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例达到合理

监局分别负责）。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

水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

耗材加成，完善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负责）

政策，妥善解决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

９、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

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的补偿问题。

续开展示范和效果评价工作。指导省立 （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
三院、青大附院、威海市中医院、东阿县

省财政厅负责）

人民医院做好国家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

１２、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机制，

理制度试点工作，遴选确定３－５家省属公

对临床必需、易短缺、替代性差等药品，

立医院，每市１家市级公立医院、１家县

采取强化储备、统一采购、定点生产等

级公立医院以及部分社会办医院开展省

方式保障供应。积极争取国家药事服务

级试点。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工

费改革探索试点。（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作（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

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

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局分别负责，省药监局等参与）

障厅、省医保局负责）。完善公立医院政

１３、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府投入政策。根据公立医院综合评价结

明确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

果等因素分配中央和省财政相关补助资

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使用比例，建立优先

金。（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负责）

使用激励和约束机制。（省卫生健康委、

１０、按照属地原则，全面开展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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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
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继

年底前实现县域医共体全覆盖。落实实

续推进总额控制下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

现“六统一”的县域医共体内医保基金

付方式改革，各市实行按病种付费的病 “总额控制、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
种数不少于１５０个，逐步扩大覆盖面，按

的支付政策。引导医疗共同体有序发展，

项目付费占比明显下降。扩大职工长期

鼓励包括社会办医疗机构在内的各级各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省医保局、省财政

类医疗机构平等参与和适度竞争，促进

厅、省卫生健康委、山东银保监局等负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避免大医院“跑马圈

责）。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推动商业

地”、“虹吸”患者等问题。开展医疗联

健康保险服务保障民生（山东银保监局

合体建设情况评估。（省卫生健康委、省

负责）。落实和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医保局负责）
１７、持续深化卫生健康领域“放管

政策，２０１９年底全省联网医院达到１１００

家以上，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服”改革，优化审批服务，清理歧视性
（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负责）

政策，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对待

１５、积极推进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

并给予扶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开办诊

中心建设，选择高水平医院支持建设区

所，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加强医疗

域医疗中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优

卫生全行业监管，确保医疗质量安全。

质医疗资源短缺地区等相关区域医疗服

建立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

务水平。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在区域医

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部门联席会议

疗中心开展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大

制度和督察考核机制。（省卫生健康委、

胆探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省

省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相关部门负

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 责）
省委编办负责）
１６、以学科建设为重点，提升县医

１８、深入推进国家医养结合示范
省和“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

院和县中医院综合能力，重点发展肿瘤、 规范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内部运
心脑血管、感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等诊

行机制，制定出台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规

疗能力（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

范，加强医养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全力

负责）。指导各地以病种为抓手，明确

做好迎接国家医养结合示范省评估验收

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和功能

工作。积极申报省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

定位，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引导诊断明

息平台项目，完善省、市、县全民健康信

确、病情稳定的患者向下级医疗机构转

息平台功能，有序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诊。推动三级医院主动调整门诊病种结

康”服务，确保医疗和数据安全。改造提

构，逐步扩大日间手术病种（省卫生健

升远程医疗网络。及时总结评估“互联

康委负责，省委编办、省医保局参与）。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尽快形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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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制度。深入推进基层中医馆信息

协作试点。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推动

平台建设。（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分

建立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改革完善中

别负责，山东银保监局参与）

药注册管理，优化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

１９、强化医教协同，完善培养模

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程序要求，促进传

式，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硕士专

统中药传承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有机衔接。中高职院

促进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完善

校（含技工院校）今年扩大招生规模时

职称评聘等评价激励制度。（省卫生健

重点增加康复、护理、养老、家政等专业

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

招生数量，压减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

模，优化调整医学专业招生结构，提高

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

人才培养质量。（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

医保局、省药监局、省残联等负责）

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负责）

２２、深入实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２０、深入实施健康扶贫。相关资金

行动计划，推出便民惠民服务，优化诊疗

和政策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贫

流程，至少５０％的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分时

困人口大病集中救治病种扩大到２５个， 段预约诊疗、智能导医分诊、候诊提醒、
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

检验检查结果查询、诊间结算、移动支

线。对因病可能致贫的困难群众，及时发

付等线上服务。（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现，即时帮扶，防止产生新的贫困。加强

２３、深入推进社区医院试点省建

贫困地区县医院能力建设和城乡医院对

设。以试点市为重点，完善社区医院发展

口帮扶，支持鼓励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

的保障、人才、医保等政策环境，强化提

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县

升医疗服务能力，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

管乡用”、“乡聘村用”等方式，着力解

构差异化发展，推动城市地区整合型服

决一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缺乏合格

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积极构建

医生的问题。（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

综合、连续、协同服务模式，不断提高城

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

市居民的获得感。加强社区医院试点与

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省扶贫开发办、 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医共体建设结
省残联等负责）
２１、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
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
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完善中

合，加大对社区医院的政策倾斜力度和
指导力度，促进效果叠加显现。（省卫生
健康委负责）
２４、统筹推进县域综合医改，按照

医药服务体系和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 “县强、乡活、村稳，上下联、信息通”
支付政策，推进典籍研究利用和活态传

的思路，优化资源配置，整合服务体系，

承，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创新体

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及公共卫生等改革

系，深入实施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

集成创新，选择１－２个改革意识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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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好的县（市、区）开展试点。（省卫

力措施，勇于担当作为，确保完成各项任

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务。省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开展医改

保障厅、省医保局负责）

监测和督导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宣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落

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和经验推广。

实年”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

【物价动态】

食品价格走势怎么看
菜肉蛋价格由降转升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７

首席分析师张晶分析，４月以来蔬菜价格

月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２．８％， 呈季节性下行走势，７月份全国高温多雨
涨幅比上月扩大０．１个百分点。其中，食

及强对流天气增多，部分产区、部分品种

品价格同比上涨９．１％，涨幅比上月扩大

采收和运输受到短期不利影响，菜价出

０．８个百分点，影响ＣＰＩ同比涨幅扩大约

现阶段性上涨，但整体仍以低位运行为

１．７４个百分点。

主。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米袋子、果

“从整体看，前期生产进度有所推

盘子直接影响百姓生活。怎样看待食品

迟的北方蔬菜大量上市，尤其是西红柿

价格走势？

等果类菜保持低位运行。”张晶介绍，

菜肉蛋价格由降转升

“北菜南运”“西菜东运”有效平抑了全

与上月相比，７月ＣＰＩ由下降０．１％转为

国菜价。

上涨０．４％。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下

再看肉价。董雅秀说，受非洲猪瘟

降０．３％转为上涨０．９％，影响ＣＰＩ环比涨幅扩

疫情影响，猪肉供应稍紧，价格比上月上

大约０．１９个百分点。促使食品价格由降

涨７．８％，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２个百分点。
最后看蛋价。蛋鸡进入歇伏期，产

转升的具体因素有哪些？

先看菜价。“部分地区天气炎热、 蛋率下降，鸡蛋价格比上月上涨５．０％，影
降水偏多，不利于鲜菜生产和储运，使

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３个百分点。中国农业科

鲜菜价格比上月上涨２．６％，影响ＣＰＩ上涨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张超分析，鸡蛋价

约０．０６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处

格持续上涨，市场供需阶段性偏紧是主

长董雅秀分析。

因，养殖成本增加也起到一定的助推作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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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上市，７月鲜果降价。不过， 年同期低１６．９％、９．９％和１．２％。
并非所有食品价格都在走高，前段时间

“下半年蔬菜整体价格可回落至常

被热议的鲜果，７月就降价了。由于时令

年水平，三季度价格或低于去年同期。”

瓜果大量上市，７月鲜果价格比６月下降

张晶分析，８月后，南方地产蔬菜供应有

６．２％，影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１４个百分点。

所减少，北方及高山地区冷凉蔬菜大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

上市。由于今年夏季冷凉地区蔬菜供应

究员赵俊晔分析，上半年，受不利天气影

整体相对充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偏

响，荔枝等南方水果因灾减产，西瓜和

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果不出现极

甜瓜等上市推迟，与苹果、梨等贮存果

端天气，蔬菜供应形势将好于去年。下

品库存偏低叠加，水果市场出现阶段性

半年整体价格或将回落至常年水平，部

供给偏紧，导致上半年特别是５、６月水

分前期价格居高的蔬菜品种可能出现阶

果价格显著上涨。进入７月，随着南北方

段性卖难。”

时令水果如桃、李子、芒果、火龙果、瓜

水果价格将回归合理。自７月以来，

类等大量上市，市场供给充足，水果价

时令水果大量上市，水果价格逐渐回

格开始回落。

落。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价格监测显示，７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数

月２３日２０１９产季新的黄冠梨上市，全国

据显示，７月６种大宗水果（富士苹果、鸭

黄冠梨（单重２５０克以上）收购开秤均价为

梨、巨峰葡萄、菠萝、香蕉、西瓜）批发均

每公斤３．５２元。此后价格高开低走，８月６

价回落至每公斤７．８元，比６月下降７．１％。 日收购价格２．９５元，下跌１６．２％。
之前一度涨价幅度较大的富士苹果和鸭

从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调研情况看，

梨，批发价格在７月第二周止涨转跌，进

除少数小区域异常天气外，绝大部分苹

入价格下行通道，８月第一周批发均价分

果、梨产区生产正常，丰收在望。“预计

别为每公斤１２．８６元、８．０８元，比７月中旬

今年苹果、梨的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

高点分别下降６．５％、２５％，餐桌供应有保

史最高产量。加之进口水果不断进入，

障。

国内市场供应量充足，完全能满足市场
下半年，我们的餐桌供应如何？食

品价格会一路走高吗？

需求，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鸡蛋价格有望在中秋国庆后明显

蔬菜供应将好于去年。从全国主要

回落。进入８月，春季补栏蛋雏鸡陆续进

批发市场蔬菜交易量看，今年前３０周累

入产蛋高峰期，产蛋鸡存栏有望小幅增

计交易量１１８３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加。“三伏天”即将结束，高温对蛋鸡产
西红柿、黄瓜和胡萝卜等蔬菜由于前期

能的影响将有所减弱，鸡蛋产量有望小

价格偏高，扩种明显，价格跌幅较大，近

幅增加，市场供应有保障。据农业农村

期价格已经恢复至常年平均水平，农业

部监测，８月第一周鸡蛋价格小幅下跌，

农村部监测的７月全国批发均价分别较去

全国鸡蛋零售价、主产省批发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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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别下跌１．１％和３．３％。专家预计中秋国庆后

【社会关注】

别把出国签证当“利益蛋糕”肆意切割
暑期不少人选择出境旅游避暑放 “利益蛋糕”，这些签证中心高收费、乱
松。但在一些签证中心办理签证的遭遇

收费，吃相很难看。比如收费随意、收费

却让他们非常“上火”。多项服务价格

昂贵现象严重，如花四五百元“插队费”

高出市场价四五倍之多；预约后仍要排

购买ＶＩＰ服务，可以免去排队；有签证中心

队四五小时但交四五百“插队费”可免；

明码标价：短信通知２０元、快递８０元、打

一家三口办同一项目寄材料时却被要求

印１０元／页、照相４０元、贵宾服务３９０元、

交三份快递费……新华社记者调查了解

超级快签８４２１元……而如果消费者不花

到，京沪等地一些签证中心已背离“简

钱还会受到刁难，比如会让你重新排队

化签证手续、提高服务效率”的设立初

等等。消费者没有选择权，只好任由宰

衷。这些签证中心是介于办理人与使领

割，这更助长了签证中心乱收费的嚣张

馆之间的一个服务机构，这些签证中心

气焰。

是由使领馆授权协助签订受理工作的第

签证中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乱收

三方机构在中国本土找到的合作企业在

费，已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

相应城市所设立。这些签证中心属于市

规。鉴于消费者处于绝对弱势地位，难

场化企业属性，但签证中心与特定国家

有维权底气，这就更需要相关部门能够

使领馆之间形成了授权关系，国人要获

介入调查，对签证中心的乱收费行为予

得这些国家的签证，就必须通过这些签

以遏制。如市场监管部门、反垄断执法部

证中心才能办理，他们具有独占属性，形

门有必要介入，对签证中心的相关违法

成了市场支配垄断地位。这些签证中心

行为予以查处。对于签订中心涉嫌乱收

对消费者“任性”收费，正是在利用自身

费问题，外交部领事司表示，正向有关国

的垄断独占地位。

家驻华使领馆了解情况并沟通意见和看

据了解，２０１８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法。“我们希望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切

人数已达１４９７２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４．７％。 实保障正常签证申请秩序，为双边人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国人走

往来提供便利。”希望相关国家驻华使

出国门或旅游或经商。面对这样大一块

领馆的合作企业，能够加强对签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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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服务意识，尊重消费者权益。对这些

“出国签证”乱收费乱象，侵犯了 “任性”收费的签证中心，需要好好整治
消费者权益。这些签证中心虽属于市场

了，这样才有利于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让

化企业属性，但也具有公共服务属性， 国人出入国门不至于再遭遇这些“雁过
他们不能把需要出国签证的消费者当成

拔毛式”的阻碍与刁难。

诱人的“利益蛋糕”肆意切割，而需要树

【市场观察】

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

吨，同比增３７．０％，进口额３１．７亿美元，增

１０８６．５亿美元，同比增１．４％。其中，出口 １７．３％；出口１１．８吨，减２１．７％，出口额１．２
３６８．１亿美元，减２．５％；进口７１８．４亿美

亿美元，减１９．７％；贸易逆差３０．５亿美元，

元，增３．５％；贸易逆差３５０．３亿美元，增

增１９．５％。
蔬菜：上半年，出口７２．２亿美元，同

１０．６％。
谷物：上半年，谷物进口９４１．０万
吨，同比减３１．７％，进口额２８．１亿美元，减

比减１．３％；进口４．７亿美元，增１６．２％；贸
易顺差６７．５亿美元，减２．３％。
水果：上半年，出口２４．７亿美元，同

２７．２％。出口１７０．８万吨，增６９．１％；出口额

６．６亿美元，增３８．９％；净进口７７０．２万吨， 比减２１．３％；进口５９．８亿美元，增２７．４％；
减３９．６％。

贸易逆差３５．１亿美元，增１．３倍。

棉花：上半年，进口１２３．０万吨，

畜产品：上半年，进口１６７．４亿美

同比增７５．０％；进口额２３．４亿美元，增

元，同比增１５．２％；出口３２．２亿美元，减

７４．０％。

４．３％；贸易逆差１３５．２亿美元，增２１．１％。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

食糖：上半年，进口１０６．９万吨，同
比减２２．５％；进口额３．７亿美元，减３０．６％。
食用植物油：上半年，进口４９２．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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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银行的钱流向哪儿了
近日，３３家Ａ股上市银行陆续披露

中泰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戴志峰认

２０１９年中期业绩，其中不少银行拿出了

为，总体看半年报，银行业仍处于平稳

靓丽的成绩单：一方面盈利能力保持稳

增长的阶段，盈利能力保持稳健，资产质

健，超２０家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另一

量平稳，好于预期。

方面资产质量平稳趋好，逾期率整体均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

较年初下降。同时，各家银行在支持制

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向本报记

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发展、民营和

者分析，一方面，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

小微企业贷款等方面不乏亮点。专家分

平稳，为银行业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另

析，上半年总体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 一方面，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信贷投放
积极的信贷投放和总体稳定的息差水平

增加，根据“早投放早收益”的规律，这

为业绩奠定良好基础。

也是银行利润增加的主要因素。再加上

4家银行净利超千亿

上半年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银行负债

上半年，银行业整体保持了稳健的

成本降低，大部分银行息差保持总体稳

盈利能力。３３家Ａ股上市银行中，超２０家

定。

利润增速在１０％以上，超１０家利润增速创

服务实体亮点不少

下近５年来最高水平。浦发、光大等银行

上半年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怎

营收和净利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样？半年报中亮点不少。

从净利润值来看，工商银行上半年

工商银行重点支持京津冀协同发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６７９．３１亿

展、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

元，位居榜首；建设银行以１５４１．９０亿元

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境

的净利润位居第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

内项目贷款较年初增加２５３７亿元，占公司

行净利润也均在千亿元级别以上。

类贷款增量的５４．９％；建设银行战略性新

同时，行业资产质量整体保持平
稳。相比去年末，工、农、中、建、交和

兴产业贷款余额５３０４．６５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３７．５８％。

邮储６家国有大行均实现不良贷款率的下

不少银行高管在业绩会上表示，下

降，且都控制在２％以内。其中，农行改善

半年信贷会更注重支持和培育新的经济

最为明显，实现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

增长点，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余额双降，不良贷款率从去年末的１．５９％
下降至今年６月末的１．４３％。

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也在
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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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民营企业新投放贷款占

在这方面有很多实践经验。今年上半

对公新投放的３６．４％，承销民营企业债

年，工行新发放的以ＬＰＲ定价的贷款占全

券规模居商业银行首位；工商银行普惠

部新发放贷款的４８％，达到１．４万亿元，特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１３０１

别是公司贷款应用ＬＰＲ已经非常熟悉。

亿元，增速超过４０％；建设银行成为市

农业银行副行长张克秋也表示，农

场首批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资管计

行对于ＬＰＲ实施对财务的影响已经做了很

划托管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２．３２万

多压力情景测试，对今年影响不大，明年

亿，较上年末增加２０２５．０１亿元，增幅

ＬＰＲ会加大利率的波动性。

９．５８％……

在董希淼看来，ＬＰＲ目前针对新发

“从总量上看，信贷投放增加，对

贷款，短期影响有限。从中长期看，运用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增强；从结构上

ＬＰＲ定价与发展普惠金融方向一致，旨在

看，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大， 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银行利差缩窄难以
其贷款增速高于一般贷款增速；从价格

避免。银行应做好对宏观形势和自身情

上看，贷款利率下降，这些都说明银行业

况的研判，调整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明显改善。”董希淼

强利率风险管理，完善风险定价体系建

说。他同时提醒，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

设，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济的同时，应始终注意防控风险，保持资
产质量稳定。

不少银行方面称，将在资产、负债
两端采取措施，进行息差的有效管理。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中国银行副行长吴富林表示，在资产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完善

积极优化资产结构，完善客户差异化定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形成机制，其

价机制，实现对贷款定价的精细化和全

对银行经营的影响也成为业绩会上的焦

流程管理；在负债端，加快推进全产品

点话题。

线的创新和流程优化，加快场景、生态的

“ＬＰＲ改革对于工行净息差影响有

建设，打造市场领先的“爆品”，通过提

限。”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说，从２０１３年

高客户黏性，增强资金聚集能力，降低资

ＬＰＲ机制启动时，就在行内推广和应用， 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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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

秋季“养生”话题热
老人应掌握四个黄金时段
都说“秋季是养生的黄金时间”，

晚上九点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

进入九月，养生成为热门话题。对于老

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从而促

年人来说，身体素质已大不如前，作息时

进体内血液循环。同时，白天紧张了一

间和生活习惯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养生

天的神经，都可以通过泡脚得到彻底放

也有四个重要时段，被称为老人养生的

松。不要拿塑料桶泡脚，最好选择较深

黄金时间。那么，在这四个重要的黄金时

的木桶泡脚，更容易保温和贴近。泡脚

间段里，如何做到科学养生、健康养生？ 时水温不宜过热或过凉，一般在４０℃－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４５℃为宜。要将水完全淹没脚背，泡脚

师胡桃红为您支招。

时间不宜过久，因为老人泡脚时间太久，

走路：饭后一小时

容易引发出汗、心慌等症状，泡脚时间以

饭后散步，是很多老人的选择。因

２０－２５分钟最佳。糖尿病患者和敏感皮

为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改善呼

肤者要注意，由于对外界刺激不敏感，

吸系统、促进血液循环、调节精神等，但

温度过高的水容易导致烫伤。泡脚结束

要休息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散步。散

后，配合进行脚底按摩会更有益于体内

步前先做简单的热身，如搓搓手脚、举

血液循环。

举胳膊、伸伸筋骨等。散步的姿势也很

洗澡：睡前九十分钟

重要，要抬头挺胸，避免压迫胸部，影响

洗澡前喝杯１５０毫升左右的温开

心脏功能，不要迈大步，更不要走得太急

水，因为老人洗澡时容易大量出汗，血液

太快，足跟先着地，同时双臂要随步行

中水分也随着大量减少，从而造成血液

的节奏有力地前后交替摆动，路线要直， 黏稠度升高。洗澡时间要控制在１５分钟
不要走崎岖路和窄路，也不要背着手或

内，因为洗浴间密闭湿热，水蒸气较多，

倒着走，避免摔倒，尤其是有心脑血管

时间过久容易造成毛细血管扩张、脑组

疾病的老人要格外注意。散步的时间控

织缺氧和缺血，心绞痛、脑出血都是夏

制在３０－４０分钟，不要超过一小时，如果

季高发的疾病。洗澡的水温不宜过高，

觉得肚子不舒服、疲惫或轻微头晕，要

最好在４０℃左右，４０℃的温水最容易消

立即停下来休息。

除疲劳。老人洗澡时喜欢用力搓，一定

泡脚：晚上九点

要搓出“泥”才觉得干净。夏天每天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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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完全没有必要每天都搓澡，否则

是食用了酸性食物，就会使珐琅质变得

只会让皮肤受伤甚至老化。进浴室后别

松软。此时立即刷牙，会造成珐琅质的损

锁门，因为老人平衡力差，且大多有心脏

害。时间一长，牙齿的珐琅质就会逐渐

病、高血压等疾病，再加上洗澡间狭小， 减少，容易患上牙齿本质过敏症，吃东
地面湿滑，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最好安

西时牙齿就会出现酸、痛的症状。因此，

装一扇磨砂或茶色玻璃窗，一旦发出意

对于老人来说，吃饭后先用清水漱口，半

外情况，外面的人可将手伸进去及时打

小时后再刷牙，可防止龋齿的发生。但饭

开门锁进行施救。

后刷牙要注意四点，一是用软毛牙刷；二

刷牙：饭后半小时

是使用含氟牙膏，其中的氟离子有增强

很多人都喜欢饭后立即刷牙，认为

釉质抗酸性的能力；三是注意刷牙力度，

这样有利于口腔健康。其实不然，饭后

别太用力；四是刷牙时间不能太短，至少

立即刷牙有害牙齿健康。因为在牙冠的

３分钟，牙刷在口腔里上下左右要来回循

表面有一层珐琅质，刚吃过饭后，尤其

环，不要老刷某一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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