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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

形形成成三三核核引引领领、、区区域域融融合合互互动动格格局局
本报济南1月10日讯（记者

邢振宇 陈玮） 10日获悉，
国务院日前行文批复山东省人
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则
同意《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文件指出，《方案》实施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为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以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
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
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积极
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

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发展，为促进全国新旧动能转
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
积极贡献。

文件强调，《方案》实施
要加快提升济南、青岛、烟台
核心地位，以其他1 4个设区
市的国家和省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为
补充，形成三核引领、区域融
合互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总体
格局。

文件要求，山东省人民政
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政策，落实
工作责任，确保《方案》确定的
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涉及的重
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程
序报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

照职能分工，加强对《方案》实
施的协调和指导，在政策实施、
体制创新、项目建设等方面给
予积极指导和支持，协调解决

《方案》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对《方案》实施情况
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适时
组织 开 展 实 施 进 展 情 况 评
估，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
报告。

肉、蛋、菜价格下降明显，权重较大

食食品品价价格格1155年年来来首首次次下下降降
本报济南1月10日讯（记

者 高寒） 1月10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2017年全年CPI
情况，受到食品价格15年来首
次下降的影响，2017年全年
CPI涨幅比上年回落0 . 4个百
分点，为1 . 6%。对此，省物价
部门和统计部门表示，今年鸡
蛋、蔬菜、肉类价格下降明显，
而这三类食品在统计中的权
重较大，因此会拉低整个食品
价格甚至CPI。卓创资讯价格
分析师则表示，鸡蛋、肉类价
格在上半年出现谷值，下半年
逐步回升，而全年CPI数据在
年底发布，因此部分居民感受
可能并不明显。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食品价格下降1 . 4%，是自
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
要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
多影响。

据悉，根据统计局同时
发布的2017年12月份相关数
据，鲜果、鸡蛋、猪肉、水产品
和鲜菜等和居民密切相关的
食品均出现了环比上涨，造
成12月份食品价格比11月上
涨了1 . 1%。

但实际上，整个2017年，
蔬菜、鸡蛋及肉类价格均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以鸡蛋为
例，卓创资讯分析师李霞介
绍，2017年鸡蛋平均出货价格
为3元钱/斤，这比2016年下降
了12%，比2015年下降了19%。
同样，肉鸡价格相比2016年，
也出现了16%的降幅。

李霞介绍，鸡蛋和肉鸡的
价格下跌主要出现在2017年
上半年。“受到H7N9疫情的影

响，不少单位食堂已经明确表
示不收相关产品，这造成了市
场上需求量大为下降。而2014
-2016年，畜牧业价格一直处
于较高位置，带来了相关产
能的上升。”李霞认为，这样
一来，鸡蛋价格在2017年上半
年出现明显下跌。“最低是在5

月中下旬，鸡蛋价格曾经到了
1 . 9元/斤。”

与鸡蛋价格类似，蔬菜价
格在2017年也出现了明显波
动。卓创资讯分析师贺坦介
绍，受到2016年暖冬和2017年
暖春的影响，2017年一二季度
蔬菜产量有明显提高。同时

2016年春天蔬菜价格较高，这
造成了2017年一二季度蔬菜
价格同比下降非常明显。“土
豆、白菜等作物的价格已经跌
破极值，影响到了全年蔬菜价
格。”贺坦介绍，根据初步的算
术平均计算后，2017年蔬菜价
格下降了3成左右。

消消费费升升级级推推升升服服务务价价格格小小幅幅上上升升
国家统计局１０日发布数

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年ＣＰＩ比上
年上涨１．６％。食品价格下降
和服务价格小幅走高，是去年
物价温和上行的主要原因。

在业内人士看来，服务
价格小幅上升，既是影响去
年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
折射相关供给增加以及居民
需求升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田国强分析，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分析，八大类商品服
务中，去年涨幅最大的是医疗
保健，上涨了６％。一方面，我

国正在推行医疗改革过程中，
短期内部分药品价格有所上
涨；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
提升，百姓对身心健康更为重
视，扩大的需求也推动了服务
价格的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１３．２％，
其中，人均报销医疗费增长
１４．１％。

此外，家庭服务、教育、
旅游等服务业价格涨幅相对
较高。携程旅行网反馈，去年
预订中高端旅游产品游客增

多，体现百姓不断增长的休
闲需求，这也倒逼业者增加
优质供给。

微观层面居民需求的变
化反映在部分宏观指标中。去
年前１１个月，体育娱乐用品
类、化妆品类等体现消费升级
的商品消费增幅明显扩大。此
外，去年全年我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维持在高于５０％
的景气区间。邮政快递业、互
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呈现扩张状态。

从近期来看，受春节临近
及寒冷天气等季节性因素影

响，食品价格将有所上涨从而
推升ＣＰＩ涨幅。从中长期来看，
在国内需求平稳、货币政策稳
健的大背景下，２０１８年不会出
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山东滨州中玉食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宋民松表示，近
期由于全国各地雨雪天气影
响运输，加之临近春节百姓购
置年货需求增加，生猪和蔬菜
价格在节前或有小幅上涨。

不过，专家也认为，２０１８
年，国内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
压力。

据新华社

省省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重重大大工工程程大大事事记记

山东省召开了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启动
工作会议。会上提出“要
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
为统领全省经济发展的
重大工程，组织开展调
查研究，进行可行性评
估，坚持科学务实编制
规划，把统领我省经济
发展的重大工程做好。”

2017

年4

月28

日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工作
报告中提出“把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经
济发展的重大工程，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山东优势，积极创建国
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

山东省政府在济南
组织召开国家新旧动能
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专家论证会。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战略规划领
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在济
南召开，听取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
方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安
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017

年6

月13

日

2017

年6

月24

日

2017

年8

月30

日

2017

年12

月28

日

全省发展和改革工
作会议召开，山东省发
改委主任张新文表示，
总体方案正式上报国务
院。

2018

年1

月3

日

国务院批复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建设总体方案。

李克强总理两会期
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山东发展得益
于动能转换，望山东在
国家发展中继续挑大
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
继续打头阵。

2017

年3

月6

日

葛头条链接

2017

年11

月21

日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管委会发布消息，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总体规划》招标工作已
经结束。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也正式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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