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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等4省省委主要负责同

志职务调整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景俊海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许达哲同志

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不再

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

务；谌贻琴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孙志刚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阮成发同志任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同志不再担任

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财政部发行40亿欧元主权

债，首次实现负利率发行 中国首

只负利率主权债券问世。日前，财

政部顺利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

其中，5年期7 . 5亿欧元，发行收益

率为-0 . 152%；10年期20亿欧元，发

行收益率为0 . 318%；15年期12 . 5亿欧

元，发行收益率为0 . 664%。

●提振汽车消费政策红利有望

加速兑现 随着国常会推出促汽车

消费重磅支持举措，市场利好有望

加速兑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工信部等部门近来密集出台具

体举措，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需

求。业内预测指出，多重利好有望

于近期相继落袋，预计2021年乘用

车销量增速达到15%以上。

●东京疫情警戒级别提至最高

日本首都东京19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首次超过500例，东京新冠疫情警

戒级别当日提升至最高等级4级。

这是东京疫情警戒级别时隔两个月

升至最高，这一级别意味着疫情

“正在蔓延”。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五周来首次上升 美国劳工部19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1月14日

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

数环比增长3 . 1万至74 . 2万，高于市

场预期，为五周来首次上升。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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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养猪场投资不菲，背后应有大型企业支持，

目标更瞄准整条肉类产业链，而非单纯养猪挣钱

2020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暨展

览会18日在青岛启幕。来自海内外职

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和相关企业领

袖等近六千人与会，共同分享世界范

围内职业技术教育的趋势、实践与经

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

司长谢俐表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跻身

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中

国动力。下一步将加快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本次大会旨在

搭建联结海内外职业技术教育沟通与

交流的优质平台，推进世界职业教育

合作。图为图为19日，观众参观展览。

（据新华社）

产教融合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王伟)20日，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获悉，经省政府同意，省生态

环境厅等 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山东省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提出总体要求，秋

冬季期间，济南、淄博、济宁、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7个

传输通道城市阶段性目标是：

2020年10-12月，细颗粒物(PM2 . 5)

浓度控制目标分别为65、67、72、

63、67、59、69微克/立方米，重污

染天数控制目标分别为3、4、3、5、

4、4、5天；2021年1-3月，PM2 . 5

浓度控制目标分别为79、81、84、

81、86、79、90微克/立方米，重污

染天数控制目标分别为8、10、10、

10、12、10、11天。其他9个非传输

通道城市达到相应年度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

实施细则提出，强化重污染

天气应对，实施差异化应急管

控。全面实施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差异化管控措施，加强区域应急

联动。

推进散煤替代工程。2020年

采暖季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

提下，全省完成清洁取暖建设

214 . 46万户，其中7个传输通道

城市完成175 . 55万户(其中包含分

散式生物质锅炉12 . 63万户)。

严防散煤复烧。对已经实施

散煤替代的地区开展巡查，严防

散煤复烧。落实重点行业产能调

整。按照全省钢铁、焦化、地

炼、化肥等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高质量发展等方案要求，全面完

成压减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

既定任务目标，建立项目台账。

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在全省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的基础上，及时自主开展

评估监测。

深化锅炉、炉窑综合整治。

7个传输通道城市完成淘汰炉膛

直径3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生炉

2020年12月底前，各市完成一轮

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

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

(VOCs)治理。对在夏季帮扶中

发现问题的企业，制定有针对性

的整改措施，2020年12月底前整

改到位。

加强柴油货车治理。加快淘

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

货车，2020年12月底前完成年度

淘汰任务。

山东传输通道7市PM2 . 5定下“硬杠杠”
2021年1-3月，PM2 . 5浓度控制目标分别为79、81、84、81、86、79、90微克/立方米

生猪出栏涨
肉价连番降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指出，将“实施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停滞了近8年的延迟退休制度

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

题。对于全社会而言，如何

真 正 让 渐 进 式 延 迟 退 休 落

地？延迟退休的配套环境准

备好了吗？

对劳动力结构
产生影响

“作为‘60后’，我还有

两年就要退休了，不知道能否

赶上延迟退休。”19日，济南

市一家事业单位负责后勤工作

的员工徐顺年，给经济导报记

者讲述了自己关于“延迟退

休”的真实想法。他表示，自

己在单位负责的业务基本上

交给了年轻科员处理，已经

做好了按照60岁年龄正常退休

的准备，若延长退休年龄，估

计还是要继续维持“二线”的

状态。

延迟退休提出后，出现了

不少争议之声。反对该政策的

原因主要集中在“占用就业岗

位，青年人就业压力大”“老

年人在职时间延长，退休闲暇

生活减少”“社保缴费增多，

养老金领取减少”等方面。

部分企业职工对延迟退休

有点不太积极。“我的工龄已

经21年，按照规定，25年工龄

就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可以拿

退休金。如果能够一方面拿着

退休金，还能再出去找一份相

对轻松的工作，继续补贴家

用，那再好不过。”19日，济

南市一家私企职工韩德庆表

示，自己在企业负责销售工

作，每个月也有业绩考核，如

果在能够退休的年龄还要继续

打工且任务不减，对他们这个

年纪的从业者来讲压力颇大。

在经济导报记者调查走访

中，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从

事科教文卫工作的劳动者以及

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可以延迟退

休，尤其是单位本身也有返聘

制度，他们具备丰富的工作经

验和专业的技术知识，在一定

程度上也避免了单位人力资源

的浪费。

“根据现有的人口结构模

型，单纯就延迟退休这项政策

来说，肯定会对劳动力结构产

生影响。延迟退休在山东推行

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其一是

山东本土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

性；其二，无论是国企还是私

企，在山东的数量都较大，传

统型企业占多数；第三要考虑

山东整体的个人收入水平和现

有社保覆盖率。”山东财经大

学法学院睿扬资本市场法治研

究中心研究员周煜在接受经济

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给

渐进式退休设定一个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仍然允许60岁退

休，但如果晚退休一

年，拿到的退休金的比

例相应可以提高。这

样，就可以鼓励一部分人自愿

选择晚退休。

就业环境待优化

延迟退休，为中老年从业

者准备的岗位有多少？现实招

聘和就业市场针对大龄就业者

是否“友好”？

近来，“35岁危机”已经

成为了职场上的一个专有名

词，因为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大

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

下。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数据

显示，在2019年第三季度所有

的招聘岗位中，有5%明确要

求求职者的年龄低于35岁，与

两年前的同期相比上涨了2个

百分点。虽然更多的企业在招

聘中没有明确年龄的门槛，但

不少求职者都表示，35岁仿佛

是一条隐形的“红线”。

“青年人就业结构和中

老年不太一样。中老年人的

身体素质、技能或者文化素

质，可能与年轻就业者相比不

占优势。

>>下转2版

山东将坚持“一企一策”，以资本证券化、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多种形式分类推进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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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20

日，经济导报记者从青岛海关

获悉，山东首次在青岛海关开

展了平行进口汽车报税展示交

易业务。截至今年10月底，青

岛海关共为青岛口岸5 . 3万辆

进口整车办理检验通关手续。

11月17日，在向青岛海关

所属黄岛海关提供税款担保

后，青岛国际汽车口岸管理有

限公司的2辆平行进口汽车办

理出区手续，进入青保国际汽

车城进行保税展示，这是山东

省首次开展平行进口汽车保税

展示交易业务。

平行进口汽车保税展示交

易，是指在满足海关监管条件

的前提下，允许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内企业将区内保税存储的

汽车在办理税款担保后运往区

外展示场地进行展示、交易的

政策。这一政策使区内区外的

场地联通，可以使汽车进口商

更好地利用区内保税场地和区

外展厅两类资源，合理调配两

类场所的汽车库存，形成区外

展厅看车下单、区内仓库保税

存储的“前店后仓”式进口汽

车销售新模式。

据了解，支持开展汽车保

税存储业务和进口汽车保税展

示交易中心建设，是青岛海关

服务山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

要措施之一。为支持青岛汽车

口岸发展，青岛海关推出了多

项便捷措施。

“我们将第三方检测公司

与整车堆场区域进行一体化整

合，车辆放行后不必经过社会

路段前往检测场地，车辆自海

关放行到上线检测时间由原来

40多分钟可以降至5分钟。”

黄岛海关企业管理处特殊区域

业务科科长王超介绍说。

据测算，平行进口车减少

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使价格与

国内4S店经销的中规车相比，

价格可降低5%-20%左右。

此次开展的平行进口汽车

出区保税展示交易业务，有利

于汽车进口商扩大国内市场，

缓解库存资金压力，将进一步

助推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延伸

产业链。

“进口汽车保税显示交易

既具备了将海关保税功能前

移，方便消费者一站式购买平

行进口汽车，又具备了关税后

置的金融属性，降低了车企进

口汽车的整体成本，消费者未

来可选择的平行进口车车型将

更多，价格也将更低。”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院、导

报特约评论员徐逢贤表示。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山东首次开展平行进口汽车保税展示交易业务

消费者买进口车最高能省两成

渐进式延迟退休会咋“落地”
在养老金改革的同时，个体利益将通过个性化保险等方式得到维护

导报讯(记者 初磊)20日上午，

记者从山东省卫健委举行的“健康

山东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暨妇幼健

康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山东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

高，妇幼健康核心指标达到世界

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全省新生

儿疾病筛查率达到99 . 13%。

其中，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

逐步健全。省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

切协作，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合作、

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体系逐步健全，全省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达85%以上；启动省级产前筛查项

目，全省产前筛查率达87%；深入

推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项目，

全 省 新 生 儿 疾 病 筛 查 率 达 到

99 . 13%。争取国家先天性结构畸形

和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配合省

残联为所有适合手术的儿童免费

植入人工耳蜗。目前，涵盖婚前、

孕前、产前和新生儿各阶段“五免

三教助”的防治体系已初步建立。

据悉，山东户籍人口和常住

人口已实现“双过亿”，妇女儿

童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2/3。

全省新生儿疾病
筛查率达99 . 13%

“去碳化”倒逼
能源鲁企寻出路

山东目前实现低碳的技术成熟度较低，这使得碳

中和面临很大挑战，也为开展相关研发提供了机会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20日，汽

车板块再度发力，带动A股继续回

升，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 . 44%报

3377 . 73点，深成指涨0 . 54%，创业板

指涨0 . 83%。两市合计成交7453亿

元，北向资金净买入24 . 43亿元。

日内，汽车板块表现亮眼，英

博尔、中通客车、新日股份、广汽

集团等个股纷纷涨停。

数据显示，新能源车市场正呈

现出“新车与二手车同步高速增

长”的新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公布的新能源车销售数据显示，10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同比增长率为

104 . 5%。具体投资方面，安信证券

表示，预计在中央带领和财政支持

下，各地政府继续跟进汽车消费政

策的可能性较高。整车方面，重点

推荐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

团、上汽集团和长安汽车，建议关

注吉利汽车。

A股持续回升
中通客车涨停

山东财经大学周煜表示，可以给渐进

式退休设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然

允许60岁退休，但如果晚退休一年，拿到的

退休金的比例相应可以提高

改革为炉，铸就山东
经济顶梁柱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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