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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

近日，李克强总理签署第711号国

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

●中日举行第五次经济高层

对话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4

日在北京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

主持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对

话会上，双方围绕宏观经济政策、

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对话项下重

要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

济治理等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

●第125届广交会开幕 第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15日在广州开幕，展览规模保持稳

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企业是进口展最大的参展主体。本

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继续在第

一、三期设立进口展。

●逾95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

工作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14日在第

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介

绍说，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

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年

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33 . 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

人已经超过95万人。

●世界最大飞机完成首次试飞

当地时间13日，美国航天企业斯特

拉托发射系统公司发布公报说，由

该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

加利福尼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

飞。这架名为“斯特拉托”的双体

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拥有6台发动

机，总重近230吨，翼展约117米。

●波黑批发市场大火致中国商

户受损 波黑格拉达查茨市亚利桑

那商贸批发市场14日凌晨发生大

火，据波黑中国商会会长刘合龙介

绍，市场中服装区及鞋区共5家中

国商户店铺全部被烧毁，每家店损

失初步估计约上百万人民币。目前

尚无人员伤亡消息。（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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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公司预计在4月30日前无法按时披露2018年年

报，这意味着其年报披露已经两度延期

虚拟货币依旧具有一定市场前景，到电力资源富

余地区或者“出海”发展，或是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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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

名：2019》发布，山东两座城市进

入全国20强，其中济南排名第17，

青岛排名第19。

榜单将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

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在基本

面分析基础上，结合市场面情况将

发展潜力100强划为3档，其中深北上

广等15个城市为一档，济南、青岛

等25城为二档，兰州、徐州等60城为

三档。此外，在省会城市、直辖市

中，济南在校大学生数量排名第8。

右图为14日，游客在济南大明湖景

区游玩(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

城市发展潜力
济青进入20强

相比于上一轮白酒业的“黄金十年”，这一轮白酒业

新增长周期明显呈现结构性繁荣的特征

E

农凯股份
离摘牌还有多远

中小酒企
转型“小而美”

虚拟货币“挖矿”
前景难料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停车场专用车位被占用、

充电排队时间长、找不到附近

的充电桩……总有电动汽车车

主抱怨“充电难”。经济导报

记者在济南调查走访发现，电

动汽车充电桩这一新生事物如

今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但与规

模大、品牌效益明显的加油

站、加气站相比，充电站似乎

还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消费需

求。买完电动车、开上电动车

后如何给电动车充电，成为不

少车主头疼的问题。

从家里引出加长电线

“家里原来的房子，附带

的是小区统一的地下车位，根

本没法充电。物业不同意在地

下车库安装自有充电桩，怕影

响用电安全。而小区地上车位

也没有电源，买了电动汽车充

电成了难题。”14日，济南滴滴

司机刘伟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为跑滴滴节省成本，刘伟

去年年底刚买了一台比亚迪的

油电混合车。为解决充电问

题，他与父母商量，在父母居

住的老旧小区内，从家里引出

加长电线来充电。

“我这辆车充满电后可以

跑80多公里，当电量低于15%

后 会 自 动 转 成 汽 油 动 力 模

式。”刘伟表示，目前济南的

充电桩安装并不太普遍，“有

时候开车到一定地段，想充电

也没地方充。”

无奈晚上来充电

14日，经济导报记者在市

中区英雄山路与土屋路交界口

处搜索充电桩，发现距离最近

的是位于土屋路12号的特来电

充电站，其他都在1公里之外。

随后，经济导报记者根据

导航来到该充电站，此时已是

晚上8点钟左右。充电站的3个

快充点空闲着两个，只有一辆

电动汽车正在充电。根据高德

地图显示，这里的充电费用为

1 . 1元/度(千瓦时，下同)，服

务费为0 . 6元/度，自助充电完

毕后，用微信支付即可。

20分钟后，前来提车的车

主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他就住

在附近，购买电动汽车后每周

都会来这里充电。下班后有一

段时间为充电高峰期，因此他

往往会选择在夜间来充电。

如果实在没有位置，他

只能开到两公里外的其他充

电站，但充电时间需要3小

时左右。他一般会找辆共享单

车骑回家，3小时后再骑过去

提车。

“甜蜜的负担”

“到底买不买新能源车，

当时我和爱人犹豫的一个主要

问题，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

充电桩的数量太少。”

家住阳光舜城小区的高

杰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去年7月份，高杰购买了

一辆新能源汽车，去找物业申

请安装充电桩时，被物业以

“需要征询其他业主同意”等

理由婉拒了。

高杰表示，打开常用的手

机地图应用软件(App)，输入

“充电桩”与“加油站”进行

对比，答案显而易见——— 加油

站无论在数量、密度上还是地

段上，都大大优于充电桩。

“我们开车出门，不是在

充电，就是在寻找充电桩的路

上。”高杰笑称，当初买新能

源车是为了绿色出行、上牌

有优惠、开着省油省钱，而现

在充电却成了一项“甜蜜的

负担”。

问题“症结”在哪

如今，道路上的新能源汽

车数量越来越多。虽然不属于

新能源汽车补贴城市，但济南

的挂牌量却大幅增长，2018年

新挂牌数接近7000辆，是2017

年的2 . 5倍之多。

>>下转A2版

运营商不盈利物业两头为难 多点铺开成本高回报周期长

电动汽车“充电难”怎么破

导报讯(记者 段海涛)14日

从融360大数据研究院获悉，

其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

3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为5 . 56%，较上月下降7个

BP(基点)。由此，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已连降4个月，回归

至去年4月份水平，未来整体

利率仍可能继续下行。此外，3

月份又有138家银行下调了房贷利

率，数量高达上月的3倍有余。

在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

测的35个城市中，3月份共有

29个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下

降。其中，厦门降幅最大，同

比下降了46个BP，降至基准

水平(4 . 90%)。其次是福州和天

津，下降幅度都超过30个BP。

3月，深圳、广州、杭

州、南京、宁波、郑州6个城

市连续下调房贷利率；南宁首

套房贷款利率上涨了7个BP，

但仍低于1月份水平；无锡首

套房贷款利率上涨了1个BP。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

数据显示，3月，19家主要银

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为基准

利率1 . 080倍，最高为基准利率

1 . 186倍；工、农、中、建国有

四 大 行 为 基 准 利 率 上 浮

12 . 9%，上浮程度较上期下降

1 .5个百分点(上期上浮14 . 4%)。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李万

赋表示，3月份首套房贷款平

均利率最低的10个城市整体没

有变化，但厦门地区的平均利

率降至基准水平，超越上海成

为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

低的城市；福州、天津、广州

地区的利率下降也导致其排名

上升；深圳地区虽然首套房贷

款利率有所下降，排名上依然

位列第五；上海、大连、北京、

太原和乌鲁木齐等几个城市则与

上月持平，排名有所下降。

与2018年末相比，2019年

一季度，昆明、长春、乌鲁木

齐、珠海、海口5个城市的首

套房贷款利率没有变化，其中

长春和珠海在去年年末下调过

相关利率，其他 3个城市在

2018年末略微上涨；成都、无

锡和南宁分别有1到2个BP的

上升；其他27个城市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李万赋表示，整体来看，

在这一轮房贷利率下调中，一

线城市中的深圳和广州连续下

调，二季度继续下调的空间不

大；二线城市基本已经下调过

一轮，没有下调过的昆明、珠

海、海口以及成都、无锡、南

宁6个城市，预计短期内仍会

保持平稳。

首套房贷款利率已连降4个月
回归至去年4月份水平，3月下调银行家数达上月3倍有余

导报讯(记者 杜杨)14日从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据春播农作物种植

意向初步调查，预计今年山东春播

作物面积达到3000万亩以上，比上

年增加。目前全省已播面积960万

亩左右，占比30%以上。此外，今

年预计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继续保持

在6000万亩以上，当前小麦春季苗

情总体不错。

据介绍，春播一般在3月底4月

初开始，“五一”前后进入高峰，

5月中下旬结束。山东春播作物主

要为春玉米、棉花、花生、蔬菜、

甘薯等，其中100%的棉花、85%以

上的甘薯、80%以上的花生、43%

的蔬菜都要在春季播种，春耕备播

任务较重。

另据全省春季小麦苗情考察情

况分析，今年全省小麦一、二类苗

面积占到小麦总播种面积的85%以

上，比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大部分地

区麦田墒情适宜，对小麦生长有利。

3月下旬，山东出现两次明显

降温天气过程，鲁西北、鲁中、半

岛等地的最低气温在-1℃以下，导

致鲁中局部地区小麦叶片受冻。

导报讯(记者 王伟)山东省政

府日前对外公布了2019年立法工

作计划。今年省政府立法计划项

目总计144项，包括地方性法规

89项、省政府规章55项，内容涵

盖财政经济、教科文卫、城建环

保等类别。其中，《山东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山东省人才工

作条例》《山东省社会信用条

例》《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

《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山东省长岛海洋生态保护条

例》等13项被确定为年内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点立法项目。

省政府还确定了《山东省城

乡垃圾处理条例》《山东省统计

管理条例(修改)》《山东省专利

条例(修改)》等37项在条件成熟

时争取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

《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 (修

改)》《山东省住房租赁管理条

例》《山东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修改)》《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

(修改)》等39项抓紧调查研究、

起草的立法项目。

在省政府规章立法工作计划

中，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为

8项，包括《山东省煤矿冲击地

压防治办法》《山东省自然灾害

和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山

东省电子政务和政务数据管理办

法》等。

同时，将在条件成熟时争取

完成24项省政府规章立法项目。

其中有关完善市场监管制度的项

目8项，有关创新社会治理和健

全公共安全体系的项目8项，有

关保护资源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

的项目6项，还有2项是有关法治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

省政府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

紧紧围绕服务保障新旧动能转

换、乡村振兴、海洋强省、三大

攻坚战等八大战略布局，对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贴近中心工

作的立法项目以及实践证明已经

成熟的改革经验和改革举措，及

时上升为地方立法。

此外，我省还将分期分批对

机构改革、上位法修改涉及的地

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作出修改

或者予以废止。同时，加强和改

进备案审查，对违法或不适应实

践发展要求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时予以清理。按照衔接联动机

制要求，加强与省委、省人大备

案审查机构的协同配合，确保备

案审查“全覆盖”“无死角”，

将全部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

范围。

山东省政府确定今年144项立法项目

社会信用条例年内提请审议 调研修改商品房销售条例

安装快充充电桩的费用，一台在5000元

左右，(打算投建的)停车场当然要算一算投入

产出比。而大多时候是客户带着一腔热情来，

但考虑到后期盈利问题，就没了下文

今年山东春播面积
超过3000万亩
小麦继续保持6000万亩以上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14日从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获悉，今年山东将

守住“两不愁三保障”底线，重点

关注“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情况、产业扶贫项目管理、扶贫问

题整改情况、“略高于”群体帮扶

工作等，确保全省239.7万脱贫享受政

策人口到2020年稳步迈入小康社会。

其中，将到村、到户、到人，

全面摸排贫困群众最期盼、最急

需、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两不

愁三保障”落实情况；通过实地查

看产业扶贫项目现场，走访相关人

员，查阅项目验收报告、资产移交

手续、登记账簿、管护制度、经营

协议、收益分配方案及拨付到户手

续等档案资料，加强项目及资产管

理；扶贫干部要真正变“要我干”为

“我要干”、变“催着干”“推着干”为“争

着干”“比着干”。

山东确保239 . 7万人口脱贫迈小康

重点关注产业扶贫
项目管理等

Te bie guan zhu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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