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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价格协会文件
鲁价协会发（鲁价协会发（2018）3 号 2017）3 号

关于开展《价格法》

实施二十周年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今年５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颁布实施二

十周年，为大力宣传《价格法》在经济发展和价格改革中的

重大作用，展示各会员单位依据《价格法》所取得的经济效

益和发展成果，省价格协会将组织会员“开展《价格法》实

施二十周年宣传活动”，望各会员单位及广大会员积极参与。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１、为展现《价格法》颁布二十年来价格工作、价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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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成就、成果，价格协会会同并配合中国经济导报社、

中国发展网“举办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活动”。

详见附件（发改报函〔2018〕１号）。

２、在“宣传活动”之际，价格协会将利用山东省价格

协会网站、中国发展网等宣传平台，大力宣传《价格法》颁

布二十年来企业在价格改革中的发展业绩及辉煌成就。

二、活动形式

本次宣传活动自愿参加，免费为会员及会员单位服务。

1、征文。按附件（发改报函〔2018〕１号）有关要求。

2、企业宣传。有意参加的单位会员，请提供企业宣传

材料（包括文字材料、照片或图片）并保证客观、真实，要

求：

（1）文字材料控制在 3000 字以内，以 word 文档格式、

附件形式报送到指定邮箱。文字内容，要突出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企业发展成就、贡献，以及企业在

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遵守《价格法》和加强价格诚信

建设，保障员工权益、坚持“员工与企业一起成长”等方面

的经验做法、工作亮点。

（2）提供 3—5 张照片或图片，附详细文字说明。照片

或图片须清晰并切合文字内容。

（3）请注明作者姓名，附上有关联系方式（包括电话、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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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要求

1、参加“征文”活动的会员，请在５月至７月底前将

征文作品报价格协会秘书处。

2、参加“企业宣传”活动的会员单位，请在５月至８

月底前将有关资料报价格协会秘书处。

所有资料，请用 word 格式、附件形式发送电子版。

四、联系方式

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东关大街长盛北区 38 号

邮 箱：sdjgxh@sina.com

联系人：赵 昕

电 话：0531—86974978

附件：关于举办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活动

的函

山东省价格协会

2018 年 05 月 17 日

mailto:Sdjgxh@sina.com


发改报函【2018】1 号

关于举办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

征文活动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各有关单位：

2018 年 5月 1日，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颁布实施

二十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何立峰

主任重要讲话指示要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

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2017〕1941 号）精神，

总结《价格法》实施以来价格工作、价格机制改革经验、亮点，宣

传价格工作、价格机制改革成就、成果，展示物价人的风貌风采，

根据2018年 4月 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价格法》

实施二十周年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中国经济导报社、中国发展

网拟举办“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活动”。

现将活动有关内容和要求函告如下：

一、活动意义

中国经济导报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全国性经济类报纸，是

中 国 经 济 导 报 社

中 国 发 展 网  
文件

主题词  价格法  二十周年  征文                            

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抄送：山东省价格协会、报社驻各地记者站、发展网各频道、机构

六、联系办法

“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活动”组委会秘书处设在

中国发展网价格宣传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有关工作、事务。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5号信息大厦 B座（邮

编：100053）

邮    箱：price@chinadevelopment.com.cn

联 系 人：魏静馨

联系电话：010-63691890

手    机：13287796586  18311196058

                      中国经济导报社      中国发展网

                              2018 年 4月 12日

〈        〉



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共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和对外宣传窗口；中国发展

网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中国经济导报社主办的国家级新闻网站，

是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对外网络宣传和信息服务的重要窗口，是国家

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

举办“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活动”，是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贯彻落实全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服务价格工作、

特别是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的一项重大活动，将有助于全

国价格系统和社会各界回顾总结《价格法》实践，开展普法活动，

推进价格工作、价格机制改革和价格公共服务，讲好价格改革故事，

凝聚和提升全国物价系统精气神，推动物价事业发展。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导报社、中国发展网

协办单位：山东省价格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发展网价格宣传服务中心

三、时间安排

1、作品征集、评比。2018 年 4月—7月为作品征集阶段，作品

时间限定于 1998 年 5 月—2018 年 4 月；2018 年 8 月，主办方邀请

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对征文作品进行评比，确定得奖名次、名单；

2018 年 9月，正式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发证书、纪念品。

2、推出成果。2018 年 9月—12月，获奖作品将由中国发展网编

辑专题进行展示；获奖的优秀作品将选编成集、正式出版，书名暂

定《价格改革伴我行——纪念《价格法》实施二十周年征文优秀作

品集》。

四、征文要求

1、参加资格。本次活动面向全国价格系统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

人士，作品可以是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已经发表的须注明发表日期、

报刊名称或新闻信息网站名称、栏目。本次征文活动，参加者不需

交纳任何费用。

2、征文主题、内容。征文作品要求围绕《价格法》实施以来的

价格工作、价格机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价格系统机关队伍建设，

以及与价格工作相关的文学作品；内容包括：普法活动，价格调控，

价格与收费管理，价格机制改革，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公平竞

争审查，价格诚信建设，价格监测预警，价格认定与价格评估，成

本监审，价格信息发布与服务，价格指数，价格调查、理论研究，

价格系统党建与机关作风建设，及与价格工作有关的文学创作等。

3、征文形式。征文作品包括新闻报道、通讯（须已经公开发表），

署名文章、论文、调研报告及文学创作等。

4、征文报送。征文作品由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城市价

格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统一组织报送或由参加者自行报送，要求：

按联系办法标明地址报送一份书面稿（加盖作者所在单位公章）并

附《个人简历表》（须注明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

貌及单位名称、岗位、职务或职称、工作简历、联系电话、个人邮箱、

通讯地址等），同时向指定邮箱报送电子版。报送书面稿时，信封（快

件）正面注明“征文”，收件人：中国发展网价格宣传服务中心。

五、奖项设置

1、组织奖。组织奖 10名，颁给积极参与、支持本次征文活动，

组织工作和作品征集报送工作出色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城

市价格主管部门或有关社团单位。

2、个人奖。个人奖设特等奖 5名、一等奖 15名、二等奖 30名

和三等奖 50名，入围奖 100名。

3、获组织奖的单位颁发证书，列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价格信息宣传服务重点；获奖个人颁发证书、纪念品，列入中国发

展网发展观察员序列，享有发展观察员相关待遇。同时，对获奖单

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经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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