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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据新华社9月15日电 云南
省瑞丽市14日深夜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2例缅甸输入病例及应对
处置相关情况。瑞丽市市长谢大
鹏介绍，当地已对发现输入病例
的瑞丽市奥星世纪小区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1185人全部为阴性。

据通报，病例杨佐某，女，32
岁，缅甸籍，常住缅甸曼德勒省
曼德勒市，我境内暂住地为瑞丽
市奥星世纪小区；病例依某，女，
16岁，缅甸籍，为杨佐某保姆，与

杨佐某同住。9月13日，根据患者
流行病学史、核酸检测结果及临
床诊疗资料，诊断杨佐某及其保
姆依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缅甸输入病例。

谢大鹏介绍，9月12日杨佐
某核酸检测呈阳性后，瑞丽市迅
速将患者杨佐某、依某和其余5
人，通过负压车转诊到瑞丽市人
民医院感染科进行治疗，并对确
诊病例到过的场所进行全部消
杀。截至9月14日16时，共流调密

切接触者190人，已全部集中隔
离，已全部采样，其中98人已完
成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
抓紧检测中。

9月12日19时30分瑞丽市发
布通告，对奥星世纪一期192户、
二期427户进行封闭管理，并对
全体居民进行采样核酸检测。目
前，奥星世纪一期核酸检测409
人，奥星世纪二期检测776人，共
1185人全部为阴性。

据介绍，截至9月14日0时，

瑞丽市已全部暂停9个珠宝翡翠
直播基地经营活动，完成清场和
消杀工作，安排组织直播从业人
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4日
当天已完成1280份样本采集。谢
大鹏说，当地将根据检测情况确
定何时复工，经核酸检测呈阴性
者方可入场开展经营、直播、交
易等活动。为有效阻断疫情扩散
传播路径，瑞丽市立即采取有关
紧急措施，其中包括开展城区全
员核酸检测。

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印发通知，公布我省
2020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待
遇计发基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和除菏泽之外的15市企业养
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月计发基数为
6573元。省直管企业养老保险基
本养老金月计发基数为6893元。
2020年度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参保
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一次性救
济费计发基数为6787元。 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涵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发布多个《山东省城市精细
化管理标准》。据介绍，我省推进
城市精细化管理，将推出八大标
准。而已公布的四大标准中，市
容市貌管理标准提出逐步打开
封闭小区，同时，城市道路分为
三个等级管理。一级严禁占用，
三级可设便民服务点。

《山东省城市精细化管理标
准·市容市貌管理》标准将城市
道路分为三个等级：一级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步行
街、商业繁华街道、旅游路线。二
级道路：支路及支路中的商业街
道、区间联络线、重点企业所在
区域外围道路。三级道路：一级、
二级之外的城市道路。

其中，一级道路严禁未经审批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二级道路经批
准可设置品位较高、统一规范的便
民服务点；三级道路经批准可设置
统一、规范的便民服务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尹洁

据中国驻缅甸使馆网站消
息，9月14日，中国驻缅使馆负责
人同缅甸卫生体育部、外交部主
管官员举行电话会议，就加强中
缅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进行
工作对接。

中方表示，近来缅甸国内新
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并呈扩散趋
势，已出现自缅甸经航空和陆路
输入中国的确诊病例。中方对此
高度重视，双方应在前期有效开
展防疫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用

好中缅边境联防联控等机制，通
力合作抗疫。希望双方协调做好
航空乘客赴华远端核酸检测，切
实加强边境管控，共同打击非法
出入境活动，加强疫情信息共享，
全力防控疫情蔓延。 据中新社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经济数据，四项指标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

消费市场回暖，买买买来了？

云南瑞丽全市城区人员居家隔离
发现2例缅甸输入病例，所在小区1185人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中缅就加强疫情防控

进行工作对接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计发基数公布

城市道路分级管理
三级可设便民点

相关新闻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首批确定40个品种

9月14日，山东省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山东省药品和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实施方
案》。《方案》按照“带量采购、招采
合一、质量优先、确保用量、保证
回款”的要求，通过约定采购量不
低于医疗机构报量的50%、医保
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等多项
措施，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
完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形
成机制，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方案》规定了集中带量采购
的范围和形式。机构范围覆盖山
东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和驻鲁
军队医疗机构，鼓励其他医疗机
构和零售药店积极参加，采购周
期不少于1年；品种范围从聚焦群
众反映价格高、医疗机构用量大、
患者受众面广的药品和高值医用
耗材开始，逐步扩大范围。

据悉，近期山东省医保局已
组织专家按照价高、量大、面广的
原则，面向全国药品市场遴选了
第一批40个药品品种，涵盖了心
脑血管、消化、呼吸、肿瘤等临床
学科，是目前全国省级采购中一
次性集中带量采购药品数量最多
的省份，40个药品落地后将显著
提升山东省群众获得感。同时，加
快遴选5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品种，年底前完成采购工
作，进一步解决高值医用耗材价
格高、群众负担重的问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晓婉 实习生 丁金铭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经济数据。在加速满血复活的路
上，中国经济又有4个指标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如何研判数据背后的
新亮点？中国经济运行还面临哪些挑战？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如何发力？
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和宏观经济领域专家。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今年首次正增长

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年
内首次正增长，另外，商品房销售额
增速、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货物出
口累计增速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

其中，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3571亿元，同比增长0 . 5%，
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分析，总的来看，随着经济恢
复，居民就业保持了总体稳定，这
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
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前期防控
的限流措施也在放宽，比如像景
区人流量的限制都在放宽，有利
于消费的增长；居民外出的意愿
也在增强，消费保持恢复就有了
比较好的基础。

房地产市场方面，数据显示，
1-8月份商品房销售额96943亿
元，增长1 . 6%，1-7月份为下降
2 . 1%。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实现了
首次转正。

工业生产方面，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6%，增速比7月份加快0 .8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1 .02%。1-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4%，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而在进出口方面，数据显示，
1-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0488
亿元，同比下降0 . 6%。其中，出口
110483亿元，增长0 . 8%，年内累
计增速首次实现正增长。

8月份出口也是表现亮眼。8
月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1 . 6%，
不仅刷新了疫情暴发至今的纪
录，更创下去年3月以来新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分析，中国出口额持续大增，最主要
的原因是在不少国家产业链、供应
链受到重创甚至“停摆”之际，中国
产业体系率先恢复正常运转，出口
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

除了以上四大指标实现转正
外，就业和物价这两大民生指标
也保持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
略有下降

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781万人，与上年同期
相比少增203万人。8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 . 6%，比上月下
降0 . 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
就业形势出现了比较大的压力。在
一季度的时候，城镇调查失业率升
至了6%以上的水平。但是随着经济
的复苏，就业形势总体在改善。

付凌晖分析，从就业重点人群
来看，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
率这个月是5 .4%，比上个月下降了
0.3个百分点，整体状况也是在改善
的。同时，政府大力推动灵活就业和
新型就业，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为就
业的改善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过，付凌晖提醒，今年由于
前期疫情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失
业率在8月份还是有所上升的，确
实说明就业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要推动经济的持续复苏，着力加
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政策，
保持就业的总体稳定。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可能性较小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 . 4%，比上个月回落
0 .3个百分点。在食品烟酒价格中，
猪肉同比上涨52 . 6%，鲜菜同比上
涨11.7%，粮食同比上涨1.5%，鲜果
同比下降19.8%。

付凌晖分析，在产能恢复的
状态下，由于经济社会生产和居
民生活秩序的恢复，市场需求在
增加，客观上猪肉价格环比是在
上涨。但是由于去年同期的基数
是比较高的，从去年8月份开始到
四季度，整体上猪肉价格持续攀
升，这导致了8月份猪肉价格同比
涨幅明显回落。

“总的来看，随着生猪供应存
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将保持稳定。
后期虽然需求有所恢复，但是大幅
上涨的可能性较小。”付凌晖称。

付凌晖表示，食品价格总体
保持稳定，小幅变动是大概率事
件。从全年来看，居民消费价格前
高后低的态势比较明显。随着三、
四季度CPI翘尾因素的回落，总的
来看，居民消费价格会保持基本
稳定。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态势

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
2020年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正增长

就业形势：
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下降

●1-8月份，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781万人

●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 . 6%
●比上月下降0 . 1个百分

点

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有所回落

●8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 . 4%
●涨幅比7月份回落0 . 3个

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的核心CPI上涨0 . 5%，涨

幅与7月份持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表示，今年以来，在疫情冲
击下，一季度房地产无论是投
资、销售还是相关方面，都出现
大幅度下降。随着经济的恢复，
房地产出现回暖态势，前8个月
商品房销售额已经转正，销售面
积降幅也在收窄。

付凌晖指出，今年以来，面
对疫情的冲击，政府没有将房地
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仍
然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持续落
实城市的主体责任，保持房地产
市场总体稳定的定位没有变。但

应该看到，近期房地产回暖，有
前期疫情中一些压抑性需求释
放的因素，也有金融增加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的原因，引导了市
场利率下行，中长期利率有所降
低，客观上也降低一些购房者负
担，这也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的恢复。但是总的来看，无论投
资还是销售，仍然处于比较低的
水平，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
态。未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等
住房制度不断完善，保持总体稳
定是有基础的。 据央视

葛相关新闻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2020年1-8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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