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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山东省价格协会
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
２０２０年春节后，由于疫情原因，协

２、积极做好“脱钩”工作。去年

会按照省疫情防控办的要求，从网上办

１１月，全省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政

公到轮流值班，直到４月７日才正式复

府机关脱钩改革工作，共有８３家行业协

工。受疫情影响，协会上半年有些工作

会商会列入脱钩名单，价格协会也列入

没能按照预期完成，为更好地落实２０２０

其中，脱钩工作要求今年６月底全部完

年协会工作计划，下半年协会将加快工

成。４月中旬，价格协会完成了“山东省

作进度，抓重点，带全面，加强组织建设

价格协会脱钩实施方案”，待脱钩办批

和制度建设，为脱钩后协会发展打好基

复后，按照“五分离、五规范”要求。完

础。现将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

成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

重点向各位会长汇报一下：

人员管理分离、党建、外事分离等具体

一、上半年工作情况

工作。

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春节后，

３、研究部署２０２０年价格鉴证师考

由于疫情延期了假日，为不影响正常工

试山东考点考务工作。２０１９年，受中国价

作，协会秘书处发文（微信群）“关于疫

格协会委托，协会承接了价格鉴证师职

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及有关要求”，要

业能力水平评价考试山东考点的考务工

求工作人员线上办公，利用网络处理有

作，也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提前

关事务及工作。在疫情期间，按照习近

做好准备，协会秘书处专门召开会议，

平总书记“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

研究部署了具体工作事项，一是做好考

重要工作来抓”指示精神，协会积极作

务工作的前期准备，协会秘书处起草了

出反应，２月８日向会员单位下发了“关于 《价格鉴证师考试山东考点考务工作预
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

案》，对工作程序、步骤及人员分工落实

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会员一是坚定信

都作了详细划分；二是扩大宣传，除利用

心，拥护党的决策部署；二是加强内部

山东省价格协会官网和中国发展网做好

管控，做好自身防护；三是防控中遇到困

线上宣传外，还要利用人力资源市场，大

难，协会将努力提供帮助。

专院校等平台进大力宣传，争取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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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鉴证师职业水平能力考试山东报考

明良同志、副会长董连国同志、杨润生同

人数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志出席会议，省价格协会会长杨广灵同

４、部署价格调研课题。受疫情影

志参会并致辞。因疫情关系，协会前期

响，有些会议上半年无法召开，协会根

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会议圆满完

据价格改革重点及会员反映的问题，通

成。

过与发改委价格部门沟通，部署两个调

７、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为加强制度

研课题：一是“探索制定电力市场燃煤

建设，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根据工作

机组容量补偿政策研究”二是“我省医

需要，协会制定了《山东省价格协会公

疗价格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下半

务接待管理办法》、《山东省价格协会

年将根据课题完成情况，召开座谈交流

差旅费报销管理办法》、《山东省价格协

会。

会加班费管理规定》等制度，并按照中
５、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由于受机构

改革的影响，我省市级价格协会有的注

国价格协会要求起草了《山东省价格协
会五年工作规划》。

销，有的处于瘫痪状态，加强组织体系建

８、价格评估和鉴证分会工作。一

设，重启我省各市价格协会的作用和力

是为更好地便于工作和交流，分会开通

量，是协会今后工作任务之一。今年，协

了公众号；建立了会员机构法人群，通过

会起草了“山东省价格协会组织体系建

直接与会员对话，了解情况，答疑解惑；

设工作方案”，并对全省进行了调查了

二是继续做好新入会价格评估机构登记

解，通过初步摸查，我省现有市级协会３

和个人职业资格登记，截至５月底，新入

家（青岛、潍坊、聊城）；县市级价格协

会机构７家，个人会员１６人，到有效期重

会３家（鄄城、诸城、曹县）。下一步， 新登记的评估机构单位会员６家，个人会
协会将根据发展需要，协助有关市地成

员３２人。三是完成了“借中国价格协会

立价格协会或设办事机构。

在济南召开全国价格协会工作座谈会之

６、圆满完成全国价格协会工作座

机，分会组织部分评估机构召开了价格

谈会在济南召开的会务工作。 受中国价

评估鉴证工作交流座谈会，中国价格协

格协会委托，全国价格协会工作座谈会

会会长吕明良、副会长董连国、内蒙代表

５月２０日在济南召开，会议由我会承办。 处主任云金平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当前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价格协会

形势下价格评估机构在市场运转、业务

会长、秘书长，中国价格协会驻有关省

开展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需要从国家

（市、自治区）代表处（筹备组）负责同

层面研究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

志４２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价格协会长吕 中国价格协会吕明良会长对会员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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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做了认真的解答，会议取得预期效

案登记后，新成立价格评估公司登记问

果。

题一直困扰着协会，即没有行政许可，也
二、下半年工作重点

没有政府委托，如何对新成立机构进行

１、积极应对当前的困难及问题。 登记管理？协会通过研究分析，决定开
脱钩后，首先面临着办公用房是清退还

展价格评估水平能力评价审核工作，成

是有偿使用问题，二是按照五分离，五

立价格评估水平能力评价审核委员会，

规范要求，协会在人事制度，党务建设、 对新成立的价格评估机构，按照申报要
内部管理等方面还没达到要求；三是物

求提交材料，评委会专家审核后给予机

价局并入省发展改改委后，由于人员分

构执业水平能力的认可证明，以此作为

流联系中断，使协会工作拓展受到制约。 协会为会员办理登记的条件。
针对以上问题，协会秘书处要认真研究

４、完成《山东省价格评估执业操

对策，一是根据协会现有经费状况，来

作规范》、《价格评估工作资料清单及

确定租房的面积及租金的限额；二是从

技术参数》书籍的印制工作。协会２０１９

规范管理、制度建设入手，完善党务建

年就组织编写的《山东省价格评估执业

设和内部管理；三是要加强与发改委价

操作规范》和《价格评估工作资料清单

格管理部门联系，通过“优先购买山东省

及技术参数》两本工具书籍，通过修改

价格协会服务清单”，取得政府对协会

调整，争取年底前完成印制。

工作的支持。
２、认真完成与政府脱钩的全部工

５、召开两个年会。一是按照《章
程》规定要求，召开省价格协会三届一

作。按照“五脱离”“五规范”的要求， 次理事大会，报告２０２０年协会工作及会
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实现“机构分离，规

费收支情况，提出２０２１年工作计划；二

范综合监管关系；职能分离，规范行政委

是召开价格评估和鉴证分会二届二次理

托和职责分工关系；资产财务分离，规

事大会，完成大会相关议程。

范财产关系；人员管理分离，规范用人关

６、完成好价格鉴证师职业水平能

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规范管理关

力评价考试山东考点的考务工作。由于

系。通过脱钩，理顺协会与政府、市场、 受疫情影响，今年价格鉴证师考试推迟
社会关系，厘清职能边界，使协会成为

到１１月份，协会要积极做好前期准备工

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

作，按照中国价格协会的要求，一是加大

范、行为自律的行业组织。

宣传力度，增加报考人数；二是做好学

３、做好新成立价格评估公司登记

校筛选，选择符合标准的考点；三是做

工作。自行政部门取消价格评估机构备

好师资准备，组织考前培训，力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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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讯》这两个平台，努力为会员提
供更便捷的服务，更及时的价格政策信
息。

【政策法规】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抓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展览、电影

署，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进

放映六类行业纳税人租用其他经营用房

一步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扎

的，鼓励业主（房东）减半收取２０２０年１２

实推进“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月３１日前的房租，当地财政给予补贴或

场主体”工作，现就促进个体经营者、 按规定减免业主（房东）相关税费。（省
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发展和增加就业机

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省税

会，在前期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

务局负责）

上，再制定以下措施。

三、支持夜经济等特色经营方式发

一、加大免税力度。在全面落实

展。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前，各县（市、区）制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在地方权限

定摆摊经营区域、时段的负面清单，并向

内，从文件发布之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社会公布。在严格履行疫情防控、环境
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

卫生责任，不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

费。（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负责）

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不搭建临街违章

二、延长房租减免。对承租国有资

建筑，维护好交通要道、消防通道、绿化

产类经营性房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地带正常状态的前提下，允许临时占道

业，在落实已经出台的减免或减半征收

摊点摊区经营、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

房租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将减半征收

经营、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市场管

房租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对交

理和城市管理部门对摊主商家户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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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到期的贷款允许延

慎包容监管。对依法从事的摆摊经营， 期，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２０２１年３月
豁免办理营业执照，政府相关部门不收

３１日，免收罚息。金融机构要应延尽延，

取任何费用。（各县〔市、区〕政府，省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人民银行济

市场监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

南分行加强督促引导，并按规定对地方

四、实施社会保险补贴。对通过夜

法人银行延期贷款给予激励。力争２０２０

经济、小店经济等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

年全年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普惠

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缴纳职

小微信用贷款３００亿元。人民银行济南分

工社会保险的，给予其不超过实际缴费

行对符合条件的机构给予贷款本金４０％

２／３的社会保险补贴。其中就业困难人员 的无息再贷款支持，并按照国家政策标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离校２年内未

准给予奖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负责）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七、扩大动产抵押登记范围。拓

２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宽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抵押物登记范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负 围，对办理抵押的动产，做到应登尽登、
责）

应抵尽抵。对线上办理且手续齐全、审
五、实施以工代训补贴。对中小微

核通过的，即时办结；对线下办理且提交

企业新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

材料齐全、符合形式要求的，当场办理。

成员、离校２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 （省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负
人员就业并办理就业登记，组织开展以

责）

工代训的，按吸纳人数给予企业每月５００

八、提供低成本的创业场所。各类

元／人、最长６个月的职业培训补贴。对受

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科技园、小微企业

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业中小微企业开展

园等应安排一定比例的场地，向应届毕

以工代训的，根据以工代训人数给予企

业生免费提供，当地财政视成效给予奖

业每月５００元／人、最长６个月的职业培训

补。为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开辟绿色通

补贴，单个企业在政策执行期内最高补

道，相关部门免除开办企业的一次性政

贴１０万元。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

府收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

动专账资金中列支。（省人力资源社会

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各

保障厅、省财政厅负责）

市政府负责）

六、加强信贷资金支持。对保持现

九、扩大“一业一证”改革。２０２０

有抵押担保状态不变、承诺就业基本稳

年６月底前全面实施“一业一证”改革，

定的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其在２０２０

线上线下并行办理，实现“一证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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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开办环节由５个压缩为２个、办结

范县资金中列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时间由３个工作日压减为１个工作日，实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负责）

行印章刻制、发票及税控设备领取、证

以上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前

章寄递“三免费”。（省市场监管局、省

省里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执行，与

公安厅、省税务局、省大数据局，各市政

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各级

府负责）

各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抓好落实。各

十、发展线上销售。鼓励个体经营

县（市、区）要明确并公布投诉受理平

者和小微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外贸出 台，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按照“接诉即
口平台、电商平台进行经营和销售，当地

办”原则进行答复和处理。对落实不力

财政给予费用支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的单位和个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追

村示范县建设，加强对小微电商企业指

责问责。

导培训，所需费用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来源：山东省人民政府网）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关于征求完善高等学校学费收费政策
意见的公告
为规范高等学校收费管理，优化教 （飞行技术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医学类５４００
育资源配置，促进高水平大学及职教高

元、艺术类８０００元（艺术学理论类以及

地建设，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

其他按艺术类招生的专业６０００元）。实行

展，决定进一步完善我省公办高等学校

学分制教学改革的高校，可以继续在同

学费收费政策。

等专业年度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一、简化高校学费结构

１０％范围内，确定学分制收费标准。独立

（一）本专科教育基本学费标准。 设置的艺术院校与校企合作办学专业学
本科、专科（包括高职，下同）学费标
准专业类别均划分为文史类、理工农

费标准按现行收费规定执行。
（二）研究生教育基本学费标准。

类、医学类、艺术类等４类（详见附件１、 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标准为：硕士
２）。本专科各专业类别每生每学年学费

每生每学年不超过８０００元，博士不超过

标准为：文史类４６００元、理工农类５０００元

１００００元；全日制专业型研究生学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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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省属高校硕士每生每学年不超过

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备案后执

１００００元、博士不超过１３０００元，国家“双

行。学校教学专业、学分、收费标准等情

一流”建设高校硕士、博士每生每学年

况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报备。

不超过１６０００元。
（三）高校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学费

（二）放活企业举办的高校学费管
理。中央直属企业举办的高校，以及其他

标准按每生每学年４０００元执行。

企业举办的没有财政预算拨款的高校，

二、优化专业比价关系

可根据学校建设管理、办学条件等情况

（一）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学费。国家

自行确定学费标准，报省发展改革委、财

“双一流”建设高校覆盖专业和国家一流

政厅、教育厅备案后执行。

专业，以及通过工程教育、医学教育等国

（三）巩固简政放权实施成效。继

际实质等效认证的专业，可以在上述基本

续放开中外合作办学、网络教育、成人

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２０％；省建设

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以及全日制

管理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或一流

ＭＢＡ、ＭＥＭ、ＭＰＡ、ＭＰＡｃｃ研究生教育等教

学科）覆盖专业（学位点）、一流专业， 育学费，具体学费标准由学校根据教学
上浮不超过１５％；省建设的高水平应用型

条件、办学成本等情况自主确定。

专业（群）、专业对接产业项目等省级重

四、强化学生资助政策措施

点建设的专业，上浮不超过１０％。

各高校要及时足额发放各类奖助学

（二）专科教育学费。进入国家

金，积极为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提供

“双高计划”项目建设的高职院校和专

支持。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制度，确保

业群覆盖专业，可以在基本学费标准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每年确保

础上上浮不超过２０％；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从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４％－６％的资助经

覆盖专业，上浮不超过１５％；省级品牌专

费，足额用于奖励资助学生。对建档立

业群覆盖专业，上浮不超过１０％。

卡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严格按

（三）对评价排名或社会认可度较
低的专业，降低学费标准，在基本学费
标准基础上降低幅度应不少于２０％。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
（一）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的高校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免除学费，并全部
发放助学金。
五、规范收费行为
（一）高校学费坚持“老生老办
法，新生新办法”的收费原则，即提高收

学费标准由“一校一批”改为备案管理。 费标准的，只限于新入学的学生，老生继
学校可在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范围

续执行入学时的收费标准；学校降低收

内，自行确定具体学分制收费标准，报省

费标准，不论老生还是新生都执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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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策不得重复累加。

（二）学校应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收

（三）发展改革、财政、教育等有

费公示，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

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加强对高

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在

校收费的管理和监督，对擅自增加收费项

招生简章中注明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

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或者

准。涉及新招收学生的各项收费标准和

截留、挤占、挪用学费等收入的，按相关

学费减免政策，应当与入学通知书一并

规定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寄达学生，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适用于

在考生报考前没有按规定公示收费标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招收的学生。此前有关

准，或者没有明确收费标准调整变化的， 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规定
对新招收学生的收费不得超过上年度的
收费标准。对重点建设学科、专业的支

为准。
（来源：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政策解读】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解读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省发展改革委、省

元、２５００元。该文件较好保障了我省医疗

财政厅印发《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收费

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开展，并于２０２０年６

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本〔２０２０〕７４５

月３０日执行期满。为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就《通

保证我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顺利进

知》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应该重新

一、出台背景和起草情况
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是国家立项的

明确相关收费政策。
从近几年情况看，由于医疗事故鉴

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定价管理权限， 定数量较少，政策执行单位鉴定成本较
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

高。为切实减轻医疗事故鉴定当事人负

财政部门制定。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山东省物

担，体现该项工作的公益属性，我委会

价局、山东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医疗事

同省财政厅决定维持鲁价费函［２０１６］９３

故鉴定收费标准的的复函》（鲁价费函

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并形成《山东

［２０１６］９３号），明确省、市医学会组织的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分别为每例３５００

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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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鉴定申请的一方承担。
（二）票据与收入管理规定。收费

我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主要内容

单位收取医疗事故鉴定费，应使用省财

《通知》明确了我省医疗事故鉴定

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收费

费的收费标准与缴费主体、票据与收入

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政票

管理规定、收费公示规定以及文件有效

据管理系统全额缴入国库，实行“收支

期等。

两条线”管理。

（一）收费标准与缴费主体。省医

（三）收费公示规定。收费单位要

学会依法对医疗事故（病员及其家属与

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在收费场所

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文件的确认和处

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理存在争议）进行技术鉴定，向有关单

依据等内容，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

位或个人收取医疗事故鉴定费，其收费标

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准为每例３５００元。市级医学会依法对医

（四）文件有效期。《通知》有效期

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其收费标准为每

三年，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例２５００元。

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有效期满前３个月重新报

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
医疗单位承担；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由提

批。
（来源：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观察】

５月份山东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５月份山东主要经济指标延续改善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２９．８％、２３．７％、８．５％和

回升势头，长期向好的趋势进一步显现。 ２４．８％。食品制造、酒饮料、烟草、纺织
重点领域恢复加快，工业生产逐月提升， 等消费品行业继续回暖，５月份实现增加
５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５．１％，比

值增速分别比４月份提高１３．７、４．１、１２．７

４月份提高１．２个百分点；１－５月累计下降

和１．１个百分点。化工、钢铁、有色等原

１．７％，比１－４月回升１．４个百分点。装备

材料行业平稳增长，５月份实现增加值增

工业加速向好，５月份实现增加值增长

速分别比４月份提高１．６、１．５和２．０个百分

１５．８％，比４月份提高４．８个百分点。其中， 点。服务业生产效益稳步向好，１－４月规
汽车、铁路船舶、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行
- 10 -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２２５１．１亿元，下

山东省价格协会通讯

第 ６ 期 （ 总 １６８期 ）

降７．８％，降幅比一季度收窄３．２个百分点； 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技改步伐加快，
实现营业利润５２．７亿元，下降５９．３％，降幅

１－５月完成投资增长４．７％，比１－４月提高

比一季度收窄２５．２个百分点。

５．１个百分点。其中，钢铁、医药、化工等

有效需求持续扩大。１－５月，我省

传统行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９０．０％、６４．８％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增长

和１８．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０．２％，比１－４月提升０．９个百分点。大项

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等装备制造业技改

目投资增势强劲，亿元以上项目个数、 投资速度加快，分别增长４３．７％、１６．２％和
计划总投资、完成投资分别增长４４．４％、 １２．５％。消费升级加快发展，５月份限额
３７．１％、９．０％。其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项

以上能效等级１、２级商品类零售额增长

目１９３８个，增长４１．６％；完成投资占全部

６０．６％，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增长１．４

新开工项目的７０．８％，同比提升１６．９个百

倍，新能源汽车增长２５．８％。外贸新业态

分点。民间投资持续改善，１－５月下降

蓬勃发展，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１．６倍。

２．２％，降幅比１－４月收窄１．０个百分点。 其中，跨境直购出口增长１．３倍，网购保
民间投资项目个数增加１５．５％，占全部项

税进口增长７．２倍。

目个数的６５．５％；项目平均规模３．４亿元，

市场活力提升释放。市场主体快速

同比扩大２０．５％。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束了

增加，５月份新登记２０．５万户，增长４．１％，

今年以来的下降态势，１－５月完成投资

其中新登记企业７．５万户，增长２１．６％。信

３０９９．４亿元，增长１．０％，增速比１－４月提

贷保持较快增长，５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

升１．１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有序恢复， 贷款余额９３３５５．５亿元，增长１３．０％，同比
１－５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１４６．１

提高１．７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７０３０．０亿

亿元，下降１０．７％，降幅比１－４月收窄２．３

元，同比多增２５７０．９亿元。其中，对实体

个百分点。其中５月份下降１．８％，降幅比

经济支持力度加大，企（事）业单位新增

上月收窄４．２个百分点。

贷款占比达到７０．０％，同比提高１５．６个百

动能转换稳步推进。新产业新动能

分点。交通物流保持较快增势，１－５月铁

加速发展，１－５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路货运量增长１１．８％，公路水路货运量比

增长１．０％，高于规模以上工业２．７个百分

１－４月回升４．０个百分点，其中５月份延续

点。电子信息行业及产品增势强劲，计

回升势头，增长８．６％。随着生产生活秩序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

进一步恢复，全社会用电量下降３．２％，降

业、光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幅比１－４月收窄１．３个百分点。其中，５月

３１．７％、２９．４％和１７．８％。服务器、智能电

份增长２．４％，比上月提高１．０个百分点。

视、半导体分立器件等高端智能产品产

绿色动力不断增强。能源生产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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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价格稳中有落，１－５月上涨４．６％，

能降耗取得新进展。１－５月，原煤产量、 比１－４月回落０．５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
燃煤发电量、焦炭产量分别下降６．９％、 格上涨１１８．１％，比１－４月回落８．１个百分
１１．４％和２１．６％，汽油、柴油产量分别下降

点。部分民生领域保障性财政支出增长

２４．３％和１５．１％。新能源发电量２７２．７亿千

较快，１－５月公共卫生、农林水、社会保

瓦时，增长１９．３％，其中风能、太阳能、 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７８．２％、１１．１％和
生物质发电量分别增长２４．７％、２１．９％和

６．０％。民生领域投资力度继续加大，１－５

６．２％。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减

月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设施管理业和

少２０３５．２万吨，下降１１．９％，降幅比１－４月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分别增长
扩大２．３个百分点。其中，六大高耗能行

２６．４％、２４．９％和２４．６％。

业煤炭消费量下降９．１％，同比减少１４３９．０

总的看，我省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

万吨，占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减量的

稳向好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较

７０．７％。

快恢复，全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

就业民生保障改善。就业形势总体

成效明显。同时，全球疫情和国际形势不

稳定，１－５月城镇新增就业４１．３万人，完

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经济发展仍面临

成年度计划的３７．５％，基本符合预期。居

诸多挑战。

１－５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下降１３．６％
６月１８日，财政部公布５月财政收支

本级支出１３１７１亿元，同比下降２％；地方

情况：１－５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７１１０亿元，同比下降

入７７６７２亿元，同比下降１３．６％。其中，中

３．１％。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９９８亿元，同比

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下降１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４１６７４亿元，同比下降１０．４％。全国税收

１．国内增值税２３６６２亿元，同比下降

收入６６８１０亿元，同比下降１４．９％；非税收
入１０８６２亿元，同比下降４．９％。１－５月累

２２％。
２．国内消费税６５８１亿元，同比下降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０２８１亿元， １１．３％。
同比下降２．９％。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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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所得税１８３１３亿元，同比下降

山东省价格协会通讯

１３％。
４．个人所得税４８１０亿元，同比增长
０．７％。
５．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５６６３亿
元，同比下降２０．５％。关税９７０亿元，同比
下降１７．５％。
６．出口退税６３２８亿元，同比下降
１８．３％。
７．城市维护建设税１８７０亿元，同比
下降１７．４％。
８．车辆购置税１２６０亿元，同比下降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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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１２．７％。
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１４８亿
元，同比下降７．５％。
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４６５１亿元，
同比增长５．８％。
５．卫生健康支出７８００亿元，同比增
长７．５％。
６．节能环保支出１９９８亿元，同比下
降１０％。
７．城乡社区支出７３５５亿元，同比下
降１９．７％。
８．农林水支出７３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９．印花税１３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９％。 １．７％。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８１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８．４％。
１０．资源税７２０亿元，同比下降９．６％。
１１．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

９．交通运输支出４８２３亿元，同比下
降１６．６％。
１０．债务付息支出３４０５亿元，同比增
长６．１％。

税２３３１亿元，同比下降７．１％；土地增值税

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２４９０亿元，同比下降７．２％；房产税１２２４亿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元，同比下降８．３％；耕地占用税４９９亿元，

１－５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同比下降４％；城镇土地使用税８７３亿元， 收入２３６４１亿元，同比下降４．５％。分中
同比下降９．３％。
１２．环境保护税９９亿元，同比下降
１０．９％。
１３．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
他各项税收收入合计４４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
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１．教育支出１２８５７亿元，同比下降
４．６％。
２．科学技术支出２７１８亿元，同比下

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１９９亿元，同比下降２４．１％；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本级收入２２４４２亿元，同比下
降３．１％，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２１０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０．９％。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１－５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３１８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４％。分中央
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
出３４６亿元，同比下降３６．２％；地方政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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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相关支出３１５１０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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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支出２１１６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４．２％。

１５．４％，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

（来源：山东省监测中心）

【价格信息】

５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２．４％
据国家统计局６月１０日消息，２０２０
年５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降约０．０８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下降８．５％，
影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２２个百分点。

２．４％。其中，城市上涨２．３％，农村上涨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四涨三降。其

３．０％；食品价格上涨１０．６％，非食品价格

中，其他用品和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

上涨０．４％；消费品价格上涨３．３％，服务价

价格分别上涨５．３％和２．２％，医疗保健、生

格上涨１．０％。１－５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２．１％和０．１％；

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４．１％。

交通和通信、居住、衣着价格分别下降

５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

５．１％、０．５％和０．４％。

降０．８％。其中，城市下降０．７％，农村下降
０．９％；食品价格下降３．５％，非食品价格持
平；消费品价格下降１．２％，服务价格持
平。

二、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
情况
５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下降
２．４％，影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７７个百分点。食品

一、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

中，鲜菜价格下降１２．５％，影响ＣＰＩ下降约
０．３３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５．７％，影

情况
５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４１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

８．５％，影响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格下降８．１％，影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３７个百分

约２．５５个百分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上

点；蛋类价格下降４．１％，影响ＣＰＩ下降约

涨５７．４％，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２．５５个百分点， ０．０２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０．８％，影响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８１．７％，影响ＣＰＩ上涨约

ＣＰＩ下降约０．０１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

１．９８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３．７％，影

涨１．３％，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２个百分点；粮

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７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

食价格上涨０．３％，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１个

涨１．５％，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３个百分点；鲜

百分点。

果价格下降１９．３％，影响ＣＰＩ下降约０．４３个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两涨三平两

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１２．３％，影响ＣＰＩ下

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衣着价格分

- 14 -

山东省价格协会通讯

别上涨０．５％和０．２％；生活用品及服务、教
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均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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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交通和通信价格均下降０．２％。
（来源：山东省价格监测中心）

【健康知识】

高温来袭，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消夏饮食这样吃！
高６月以来，北方“炙烤”，华北、 质的饮料。
黄淮等地高温不退。面对高温天气，我
们应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

饮食清淡
少食高油脂食物，饮食尽量清淡，

户外活动避开最高温时段

不易消化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

根据高温天气调整作息时间，避

担。但要注意，高温环境下人体更需要

开一天中气温的最高时间段进行户外活

摄取足够热量，应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

动。外出时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尽量戴

入量。此外，可多吃水果蔬菜。不宜过度

太阳镜、遮阳帽或使用遮阳伞，穿着透

吃冷饮。 忌受热后“快速冷却”

气、散热的棉、麻等面料衣服。
充足睡眠

有的人脱离高温环境后喜欢开足空
调、电扇或立即去洗冷水澡，但这样会

充足的睡眠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

使全身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

得到放松，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

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

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

起大脑供血不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但需注意，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午

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时，建议

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

室内外温差不超过５度为宜，即使天气再

血流量相对减少减慢代谢过程，导致醒

热，空调室内温度也不宜到２４度以下。

来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
适当补充淡盐（糖）水

高温天气中暑如何处置
自６月６日０时起，北京重大突发公共

多喝水，但口渴后不宜狂饮，应适

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下调为三级。在

当补充些淡盐（糖）水，因为大量出汗后

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可以不佩戴口罩，但

体内盐分丢失过多，不及时补充盐分易使

进入室内尤其人员密集地方时还是应该

体内电解质比例失调，导致代谢紊乱。可

佩戴口罩，进行自我防护。 一旦周围有

适当补充一些温开水、绿豆汤或含电解

人中暑，应当立将病人移到阴凉处，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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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通风；摘下口罩，解开衣扣，用多种方

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法帮助身体散热；适当服用藿香正气等

荔枝来。”荔枝是一种美味的岭南夏季水

解暑药物，并尝试按压人中穴位等方法

果，味甜如蜜。荔枝性温，有补脾益肝、

帮助恢复意识，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

生津止渴、解毒止泻等功效，还可促进细

立即拨打救助电话。

胞生成、使皮肤细嫩，是排毒养颜的理

小贴士：进入夏季，吃时令水果养生

想水果。常吃荔枝可令人心情舒爽，但是

樱桃：樱桃富含蛋白质、胡萝卜

食用过量会引起上火。因为山竹能降火滋

素、糖、磷、维生素Ｃ、维生素Ａ等丰富营

阴，在岭南常有荔枝配山竹的吃法。

养物质，每百克樱桃中含铁量多达５９毫

枇杷：“五月江南碧苍苍，春蚕正

克，居水果首位，具有抗贫血、祛风胜

老枇杷黄。”枇杷具有滋阴养肺、止咳化

湿、防治麻疹等养生功效。

痰的功效。应挑选果皮橙黄、茸毛完整

杨梅：杨梅盛产于我国南方，被称 （果实耳背处）、个头大而匀称的果实，
为“果中玛瑙”，素有“初疑一颗值千

这样吃起来味道才好。

金”之美誉。杨梅果实色泽鲜艳，汁液

西瓜：西瓜是最具特色的夏季水

多，酸甜可口，消食开胃。其含有的多

果，解暑生津，自古就有“天然白虎汤”

种营养元素还能起到消炎抑菌、防癌抗

的美誉，还有“夏日吃西瓜，药物不用

癌、美容减肥等功效。

抓”之说。吃西瓜特别讲究时令，不仅能

桑葚：初夏，那一颗颗三五成聚的
紫红色桑葚，很是诱人。早在两千多年

补足水分，更能增加营养。但也不宜一
次吃太多，否则容易伤脾胃。

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补品，又被称

柠檬：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柠檬

为“民间圣果”，不但营养成分丰富，且

酸及纤维质的柠檬，是夏日消暑美容的

具有很高药用价值，滋阴补血、生津润

圣品。柠檬果皮富含芳香挥发成分，可

燥、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现代研究表

以生津解暑，健脾开胃，帮助杀菌和消

明，桑葚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

化。夏季喝一杯柠檬水，清新酸爽的味

素、矿物质等，具有调节免疫、抗衰老、 道能让人精神一振，打开胃口。
降血糖、血脂等保健作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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