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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将着手优化编制

上证综指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透

露，上交所将充分听取市场各方

意见并借鉴国际实践经验，研究

上证综指编制方法完善方案，在

修订指数表征功能的同时，尽量

实现与现有指数无缝衔接，保证

指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护市

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深交所明确在审企业平移

规则 日前，深交所新闻发言人

就市场关切回答记者提问，明确

了在审企业平移规则。在审企业在

报送申请文件时，不需提交有关符

合创业板定位要求的专项说明。

●中国贸促会：餐饮业总营

收增量七成由外卖拉动 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表示，在餐饮业总营收与总

利润的增量中，分别有75%和65%是

由外卖拉动的。调查显示，54 . 95%

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因为餐饮外卖

服务而增加了每周的餐饮支出。

●我国加快工业数据开放共享

工信部将推动工业数据全面采

集，加快工业设备互联互通，推

动工业数据开放共享，助力中小企

业数字化升级。将支持优势产业上

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建立互利共赢

的共享机制，并且特别鼓励平台企

业、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字

能力，提供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服

务，帮助中小企业破解难题。

●欧盟贸易委员有意接任世

贸组织总干事 欧洲联盟贸易委

员菲尔·霍根的发言人5月31日说，

霍根有意参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一职。路透社推测，欧盟定于6

月9日就贸易问题举行部长级会

议，其间可能讨论并选定一名欧

盟人士参选世贸组织总干事，随

后正式提名候选人。(均据新华社)

Da shi

大事

◆导报记者 杨学萍 邹平报道

眼下，正是樱桃大量上市

的时节。很多消费者发现，今年

的樱桃价格比往年低了不少。

与此同时，作为樱桃的主要产

区之一，山东部分地区樱桃“滞

销”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樱桃

价格为什么下跌？从种植到销

售的各个环节如何更好地衔

接、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能实现

樱桃丰产、种植者有更好收益？

“从烟台地区而言，大樱

桃上市比较晚，目前来看，因

为天气影响，一些早熟品种的

樱桃品质受到了影响，价格也

因此比往年低一些。”5月30

日，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果

树分院副院长、烟台市大樱桃

协会会长张福兴接受经济导报

记者采访时说，通过研发、推

广一些新品种、新技术，进一

步提高樱桃的品质，是促进果

农增收的重要方式。

“丰产，
但是价格不理想”

为了更多地了解樱桃的市

场行情，5月30日，经济导报

记者驱车来到滨州邹平市。在

邹平与济南章丘区刁镇的交界

处，有一片片颇具规模的樱桃

园，分属于十几家“园主”经

营。正值周末，不少游客全家

出动前来采摘，道路两侧停了

不少外地车牌的车辆。

经济导报记者走访多家摊

位了解到，今年的樱桃价格较

往年低一些，樱桃根据品种

和品质不同，在每斤3元—20

多元不等。在洁力士樱桃采

摘园的摊位上，工作人员正在

打包“美早”大樱桃，准备发

往外地。据其介绍，这种发往

外地的大樱桃都是专门挑选的

优质果，价格是20元每斤，运

费另算。

顺丰速运的多位快递小

哥，则在各个樱桃园附近“待

命”，随时准备接收商家打包

好的大樱桃。有的快递员更是

直接坐在摊位旁，帮着商家分

拣樱桃。

“入园费每人10元，采摘

的樱桃10元一斤。”在“赵玉

樱桃园”，老板赵玉的妻子热

情地招呼着前来采摘的顾客。

跟很多当地的樱桃园一样，赵

玉 和 妻 子 分 管 不 同 的 “ 业

务”：妻子负责在道旁“摆

摊”，销售一部分樱桃的同

时，还接待入园采摘的顾客。

顾客在这里交纳入园费后，再

步行一段路程即可进入樱桃

园。赵玉负责樱桃园内的工

作，园里有采摘和分拣的工

人，也有不少顾客。

经济导报记者进入赵玉樱

桃园发现，樱桃园面积很大，

品种很多，除了常见的红灯、

美早、黄蜜等，也有一些叫不

上名字的品种。

据赵玉介绍，他的樱桃园

占地40亩，所产的樱桃除了游

客采摘，大部分卖给批发商。

赵玉笑言，总计能产多少樱

桃，他也不太很清楚，但是每

年赚多少钱，他心里有数。

“去年挣了差不多20万，今年

差一些，大概12万元左右。”

赵玉表示，他的樱桃今年丰

产，“看树枝就知道了，很多

都被樱桃压弯了。”赵玉指着

园子里挂满枝头的樱桃

说道，“但是价格不理

想。”以樱桃采摘为

例，去年采摘入园费是每人20

元，采摘的樱桃20元一斤，“今

年，基本上都打了5折。”

大量上市
压低了价格

“‘红灯’樱桃，6元一

斤，甩卖了！”5月29日，济

南市燕子山西路早市，王昭亮

热情招呼着顾客们。王昭亮是

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王家村的

村民，已经种了多年樱桃。

“今年樱桃价格太低了！”

说起今年的樱桃行情，王昭亮

有些沮丧，“一样的红灯樱桃，

去年可以卖到12元一斤。”

王昭亮种了 5亩地的樱

桃，销售大多依靠商家上门批

发。“往年很多南方的客户把大

车开到地头上收购，今年这样

的客商几乎没有。”王昭亮说，

当地的批发商到地头收购，价

格也比较低，品相较好的红灯

价格在每斤6元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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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初磊)山东

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家能

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近日联合

印发《山东省售电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严

格规范售电市场交易行为，营

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电力

市场环境。

根据《方案》，将深化市

场改革，保障电力供应。其

中，加快市场放开。2020年底

前，完成所有年用电量400万

千瓦时及以上电力用户计量装

置的更换工作。明年，一次性

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

市场交易。对自愿参与现货市

场的400万千瓦时以下的低压

经营性电力用户，采用拟合曲

线等形式进行电量分解。开发

完善电力零售市场交易平台功

能，尽早实现零售套餐发布、

电力用户绑定、分时用电曲线

查询、零售交易结算和异常数

据处理等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5月 1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正式公布，《意见》指出要

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其中，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

场，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

争性环节电价，提高电力交易

市场化程度。

据悉，为深入推进电力市

场建设，山东对2020年电力市

场交易工作的有关部署中提

出，将根据国家加快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试点统一部署，视相

关配套政策、市场机制和技术

条件完善情况，择机启动电力

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组

织与电力现货市场相适应的电

力中长期交易。其中，今年6

月底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完成已参与市场交易且年用电

量500万千瓦时(单个用电户号)

以上用户的计量表计改造工

作，相关计量装置改造费用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纳入输配电

价进行疏导。

《方案》提出，加强市场

监管，完善长效机制。其中，

开展精准监管。修订完善山东

省电力市场监管办法，重点对

交易行为和报价情况进行分析

监管，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影

响公平竞争的违规行为。发挥

信用监管作用，对市场主体严

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净

化市场环境。此外，严格把控

准入条件。加强对售电公司注

册信息的审查与核实。持续开

展售电公司备案信息核查，对

首次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的售电

公司实行“逢入必查”，对往

年已通过核查的售电公司按照

不低于20%的比例抽查。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山东加快放开电力市场

明年经营性用户都能参与电力交易

集中上市品种售价不及大棚早熟高质果的五分之一

樱桃价跌，谁之过
导报讯(记者 刘勇)从山东省

财政厅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山东整合设立10亿元支

持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对重点产

业中高质量发展成效突出的龙头企

业给予奖励。

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等重点产业，从每个产业中评选

出前10名龙头企业进行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为，对纳入奖励

范围且税收增长的重点企业，各奖

励200万元；对纳入奖励范围、地

方税收贡献超过1亿元且增长10%以

上的重点企业，按照税收增长10%

-15%(含)、15%-20%(含)、20%以上

三个档次，再分别给予最高500万

元、1000万元、2000万元奖励，激

励成长性高、带动力强的企业加快

发展；对企业的奖励资金，可拿出

不高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企业管

理团队，其余用于研发投入、智能

化技改等方面。

设10亿元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

山东重奖龙头企业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6月1日，

沪深两市开盘大幅走高，截至收

盘，上证指数报2 9 1 5 . 4 3点，涨

2 . 21%；创业板指报2158 . 22点，涨

3 . 43%。日内，北向资金全天大幅

净买入104 . 86亿元，创4月14日以来

新高，其中沪股通净买入39 . 9亿

元，深股通净买入64 . 95亿元。

从板块表现看，券商、智能音

箱、消费电子、无线耳机板块全天

保持涨势，海南、期货、电商等板

块午后发力拉升。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让“膀

大腰圆”券商板块都能出现大幅上

涨的原因，来自于周末一则T+0的

消息。此前，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

强建议在科创板率先实现T+0，上

交所在回应代表建议时表示，将适

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

T+0交易，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从

而保证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

沪指站上2900点
A股6月开门红

导报讯(记者 戴岳)5月30日，由大

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

团、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导报社、山东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十

七届(2019)山东财经风云榜”榜单在济

南揭晓。

30日上午，由来自政府经济主管部

门、经济学界等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审

团，结合前期公众网络投票情况，对入

围最后一轮评选的企业家及企业进行了

深入剖析与激烈辩论，现场投票产生了

第十七届山东财经风云榜的获奖名单。

本次山东财经风云榜共有三个榜单，分

别是2019山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2019

山东十大服务品牌和2019山东十大创新

发展企业。

“开创高速公路市场化发展新模

式”的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周勇，“国有体制+民营

机制碰撞出快速发展火花”的山东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卫中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营销高手’”山东三株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炳新 ,“钢铁行业的

‘绿色’追逐者”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许英强 ,“连锁药店行业比拼

中，尽显山东实力”的济南漱玉平民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杰 ,

“创新引领发展，实现弯道追赶”的莱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岳隆杰 ,“推动山东省自主安全产业发

展”的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刚，“危中寻机，实现国内低

温环境测温仪零突破”的山东天用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涛，“引领环保

节能市场潮流”的玲珑轮胎董事长、总

裁王锋，“打造闪亮‘铝业名片’的

‘农业’企业”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明峰等荣膺“2019山东十大财

经风云人物”。

德华安顾人寿、山东碧桂园、鲁南

制药、中意人寿、振邦保安、港华燃

气、嘉华旅游、青岛国投、东营银行、

富德生命人寿荣获“2019山东十大服务

品牌”。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山东

南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中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福瑞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

东富锶泉饮品有限公司、日照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徒河肉类食

品有限公司、济南快克广宣数控机械有

限公司、山东银座汽车有限公司荣获

“2019山东十大创新发展企业”。

山东财经风云榜是山东省发起最

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非常广泛的

财经盛事。本届的评选从2019年12月启

动，后经初选、入围、公众网络投票和

专家评审等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排定

榜单。

彰显动能转换坚实脚步 见证齐鲁英豪浴火重生

第十七届山东财经风云榜揭晓

2019山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周 勇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卫中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炳新 山东三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英强 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杰 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隆杰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 刚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 涛 山东天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锋 玲珑轮胎董事长、总裁

★王明峰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山东十大创新发展企业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福瑞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富锶泉饮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徒河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快克广宣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银座汽车有限公司

2019山东十大服务品牌

★德华安顾人寿(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山东碧桂园(山东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鲁南制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振邦保安(济南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港华燃气(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嘉华旅游(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青岛国投(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东营银行(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详见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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