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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明起举行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率

团访问华盛顿，于10月10日至11日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

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

●两法规草案获通过 李克强

总理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修订草案)》。

●3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

布，将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3

名科学家。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

尔斯因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

瑞士的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

兹因首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50 . 5亿！国庆档电影票房创

纪录 国家电影专资办8日数据显

示，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观影人次

为1 . 35亿，电影票房为50 . 5亿元，创

同期历史新高。《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攀登者》位列前3

名，票房分别为22 . 23亿元、19 . 75亿

元、8 .23亿元。

●汽、柴油价格不调整 国家

发改委8日发布消息，因国际市场原

油价格小幅波动，按现行国内成品

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金额纳入

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前3季度期货市场成交增长超

3成 中国期货业协会8日晚间发布

数据，今年前3季度，全国期货市场

累计成交量为2898 . 21百万手，同比

增长30 . 23%，成交额为214 . 32万亿

元，同比增长38 .68%。(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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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飞天茅台的产量将达到5 . 6万吨，加之其他

平抑价格的措施，或逼出“黄牛”手中的囤货

游客在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参

观(右图)。为期162天的2019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于10月9日闭

幕。这是迄今参展国家最多的一届

A1类世界园艺博览会，共有110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包括中国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在内的120

余个非官方参展者参加。

北京世园会为世界呈现“锦绣

山河一园收”的绿色盛宴。自4月28

日开幕以来，共举办3284场活动，

吸引934万中外观众前往参观。它

让人们坚信：生态文明建设永续恒

远，“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主题

永不落幕。 (新华社发)

“世园记忆”
绿色追求

随着9月下旬科技板块的回落，融资客也开始寻

找新的潜力板块布局。其中，部分鲁股颇受青睐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刘勇)从9日举

行的山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近日山东省大数据局、省

财政厅联合印发《山东省数字

经 济 园 区 ( 试 点 ) 建 设 行 动 方

案》，加快建立扶持一批数字

经济园区，打造区域数字经济

发展新高地。

经济导报记 者 注 意 到 ，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1年

行动结束后，全省将完成20个

省级示范数字经济园区(试点)和

10个省级成长型数字经济园区

(试点)建设目标，引导全省数字

经济园区建设向规范化、前沿

化、特色化、集群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

山东省大数据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廉凯介绍，凡具备创建

基本条件，并与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业务紧密相关的园

区，均可申请省级示范和成长型

数字经济园区(试点)。而产业规

模和配套支撑，是综合评估时考

量数字经济园区发展水平的两大

核心要素。

数字经济领域企业主要包括

数字产业化企业和产业数字化企

业两大类。前者是指提供硬件产

品、软件技术和解决方案，以及

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企

业；后者是指应用数字化技术提

升企业营收能力并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的用户企业，和提供相应数

字化技术的供应商。

《行动方案》提出，对符合

要求、辐射带动性较强的省级示

范数字经济园区(试点)分期奖补

最高500万元，对具备一定资源

等优势、辐射带动性潜力较大的

省级成长型数字经济园区(试点)

分期奖补最高100万元。

通过遴选的园区(试点)建设

期为3年，由省大数据局统筹安

排阶段性检查工作。遴选后的

第二年进行中期考核，通过的

园区予以拨付50%奖补资金；遴

选后的第三年进行终期验收，通

过的园区予以拨付剩余50%奖补

资金。

山东印发建设行动方案 到2021年建成30个试点

省级示范数字经济园区最高奖补500万

美晨生态等鲁股
受融资客青睐

平价茅台
到了谁家

◆导报记者 孙罗南 济南报道

在国内尤其南方市场高歌

猛进的永辉超市(601933)，最近

正式进入山东市场。这也让山

东的零售市场更加热闹起来。

眼下，山东本土零售企

业 、 起 家 于 威 海 的 家 家 悦

(603708)，扩张之势越来越迅

猛。这两年更是在济南不断“跑

马圈地”，默默扩张“地盘”。

济南一位零售业内人士对

经济导报记者说，业界有一种

说法——— “南有永辉，北有家

家悦”，这两家超市均以生鲜

为特色。现在永辉超市加入山

东的商业酣战，将给山东零售

市场格局带来更大“搅动”。

永辉首入山东
筹建两门店

根据永辉超市日前发布的

公告，根据公司发展需求，其

申请在山东设立全资子公司，

注册名称为山东永辉超市有限

公司，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是出资股东，注册资本5000万

元，注册地址位于济南市历下

区燕子山路15号，经营范围包

括批发、零售等。

在永辉超市的官网上，经

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其筹建中

的门店列表中，济南奥体天街

店、泰安爱琴海店赫然在列。

其中，济南门店具体位于历下

区奥体西路与礼耕路交会处。

此前，有关“永辉超市首

进山东”的消息就已传开。据

龙湖方面称，8月29日，龙湖

济南奥体天街品牌主力店签

约，永辉BRAVO绿标店将首

次落地山东，也将成为济南首

个以“生鲜”为经营特色的中

高端精品超市。

近几年快速扩张的永辉超

市成立于2001年，其2019年半

年报显示，公司业务覆盖四

川、重庆等24个省市。

其2018年年报提到，重庆

和福建依然为公司贡献了最大

的收入和利润；四川的收入和

利润全面超过北京，成为公司

业务的第三大省份；浙江开店

势头依然强劲。

值得一提的是，永辉超市

此前一直未布局山东市场。

家家悦在济
大型门店不多见

以生鲜起家的永辉超市，

在山东将与另一家主打生鲜经

营策略的“大鳄”家家悦相

遇。眼下，家家悦正在加快布

局山东零售市场，济南即是重

点之一。

在济南花园路与历山路交

叉口向东，家家悦就在近日新

开了一家门店——— 华夏福地

店。10月8日，经济导报记者

在这里看到，位于地下一层的

超市店面不小，货架上商品品

类齐全，蔬菜、水果、海鲜等

生鲜区布在最显眼的位置，此

外还有粮油区、红酒区、针织

区、母婴中心等，并增添了涮

吧等。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与

当前的部分精品超市类似，在

店内的布局方面，这家家家悦

超市也运用了射灯等元素凸显

陈列的商品，也设置了自助收

款机等设备。

一位正在超市内选购商品

的市民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这

家门店挺大，“我感觉比济南

别的家家悦都大。大上周开业

的时候，人特别多，很多蔬菜

水果都挺便宜，有的人一天来

了好几趟。”

“商品品种倒是挺多的，

熟食、面食挺多，胶东面食也

比较有特色，海鲜也不少。刚

开业促销活动很多，搞活动的

商品还是挺便宜的，其他商品

价格感觉和别的超市也差不

多。”这位市民说。

还有周边居民对经济导报

记者说，“这附近有不少小

区，居民很多，往东边的山大

路、往西边的东关大街，老小

区都很多，这个超市能辐射一

大片区域。” >>下转A2版

目前确实有一些公司“调头”要留在新三板，有的

是为了在维持新三板公司身份的同时，推进转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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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8月

30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揭牌。如今一个月过去

了，济南、青岛、烟台三大片

区进展如何，成为各方人士关

注的焦点。

“济南片区成立以来，一

批实体项目、基金公司、银行

机构等相继入驻，新注册企业

已近1000家，注册地址涵盖济

南国际金融城、济南高新区核

心区和东区、唐冶核心区三大

片区。”济南市商务局局长刘

艳秋在9日举行的济南市委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刘艳秋介绍，自贸试验区

济南片区揭牌运行后，总规模

500亿元的民航产业投资基金

落户济南片区高新板块；山东

产权交易中心航空资产分中心

揭牌并运行；高速电磁驱动项

目正式签约；国际标准化组织

中首个量子信息技术领域的焦

点工作组FG-QIT4，获国际电

信联盟(NITU)审议通过设立。

济南还加大对符合自贸区

五大主攻产业方向的重点企业

支持力度，将51家独角兽、准

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全部纳入上

市挂牌后备企业。加大产业合

作交流力度，正在全力规划建

设中日(济南)服务贸易产业园、

中韩生物医药联合研发平台。

此外，《中国(山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金融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

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集聚、促

进跨境投融资双向开放等4方

面推出20项新措施，包括争取

取消银行等外资持股比例限

制，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支

持有条件的金融企业交叉持

牌，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

级市场交易，等等。

在青岛片区，一批全国率

先的试点已陆续实施。青岛前

湾保税港区率先与上海期货交

易所合作，开展了20号胶期货

保税交割业务。青科大中德国

际合作区(青岛校区)成为全省

首家落地的中德高水平合作办

学项目，已迎来400余名新生。

此外，青岛还发布了《青

岛市支持山东自贸区(青岛片

区 ) 金 融 机 构 落 户 若 干 政

策》，对落户片区的金融机

构以及金融高端人才等给予

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烟台片区自挂牌以来，片

区政务服务中心已接受各类政

策咨询、合作洽谈业务1000多

件，是以往月份的4倍以上，

新办理企业近400户，是自贸

区成立前的2倍。

烟台市政府还决定将首批

696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以及

64项市级公共服务事项下放到

烟台片区实施，以赋予该片区

更多发展的自主权。另外，围

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对外贸易、科技创新四大方

面，一揽子推出60条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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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E 盘后点睛

自贸试验“满月”三大片区起跑加速
济南新注册企业近千家，青岛一批全国率先试点陆续实施，烟台下放760项市级事权

商超大鳄鏖战 生鲜激战犹酣

家家悦永辉在鲁“扩地盘”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生

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有关政

策。公告称，自2019年10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

的）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额。

今年3月，有关部门曾明确自

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

抵减应纳税额。

此次发布的公告明确，2019年

9月30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2018

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销售额

符合条件的，自2019年10月1日起

适用新政策。2019年10月1日后设立

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

销售额符合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

纳税人之日起适用新政策。(申铖)

自本月起至2021年底

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
可加计15%抵减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山东零售

市场，一面是本土区域龙头迅猛扩张，

一面是外资巨头收缩版图，市场格局

正在发生改变

导报讯(记者 时超)9日，沪深

两市低开高走，上证指数上午跌穿

2900点后回升，并在2900点上方横

盘调整。午后大盘开始发力，大小

指数相继翻红。截至收盘，上证指

数涨0 . 39%站稳2900点，创业板指

涨0 . 36%，收报1622 . 42点。

日内，两市成交额逾3800亿

元，北向资金净流出22亿。盘中，

地产、银行板块带给大盘较强支

撑，芯片、鸡肉概念回暖，智能电

网概念大涨，但大消费板块低迷，

白酒领跌。

个股方面，恺英网络低开逾

8%后抛压进一步加剧，迅速封至

跌停，至收盘也未能打开。公司8

日晚间发布公告显示，其于当日收

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另外，公司经营面亦是不佳。

其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收10 . 5亿元，同比下滑4 . 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6 . 25万元，同比下滑87 . 48%。

沪指站稳2900点
恺英网络封跌停

鲁华泓锦等上演
“欲走还留”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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