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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英国有关人员和实体

实施制裁 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

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

息的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

裁，包括：图根哈特、邓肯-史密斯、

奥布莱恩、芬利以及“中国研究小

组”等。自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

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冻

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

构同其交易。

●商务部：优化完善稳外贸政

策工具箱 25日，在商务部例行发

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针对

外贸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和突出的

困难，将强化对外贸企业的服务，优

化完善贸易政策工具箱，重点将积

极推进国际物流畅通，着力提升外

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进一

步稳主体、稳预期、稳规模。

●工信部：三年内“双千兆”

网络全面覆盖城市和有条件乡镇

记者25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日

前印发《“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

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用三年

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

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网络基础

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

备“千兆到户”能力。千兆光网和5G

用户加快发展，用户体验持续提升。

●苏伊士运河暂停航行，搁浅

货船救援或需几周 埃及苏伊士运

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比耶25日

发表声明说，对在苏伊士运河中搁

浅货船的救援仍在继续，运河暂停

航行。有救援公司人士表示，不排

除救援可能需要几周时间。

●智利出口樱桃约九成销往中

国 智利水果生产商协会日前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刚刚结束的

2020年至2021年樱桃出口季中，智

利樱桃出口超过35万吨，同比增长

54 . 4%，其中对华出口超过32万吨，

同比增长55%。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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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恒隆广场零售额有复苏迹象，世茂股份

称，疫情影响已逐步得到化解，销售客流持续回暖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8个部门25

日联合发布《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

施方案》，提出培育壮大零售新业

态、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融资等

方面24项措施，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有关专家认为，随着数字基

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叠加线上线下融

合进程的全面提速，未来新型消费将

继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

动力。图为25日，消费者在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购物。 (据新华社)

加快培育
新型消费

瑞康医药：13亿元
定增募资再添变数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王伟)26日，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药监局获

悉，日前，省药监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创新监管服务促进药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二十三条措施》(下

称《措施》)。《措施》共23条，涉

及鼓励药物研发创新、支持药品产

业聚集发展等六个方面。

“2021年，我省在新药研发

领域取得欣喜成绩，宣肺败毒颗

粒、‘全球新’生物新药泰它西

普等药物获批上市。但总体而

言，山东省药物创新能力还有待

提高。”山东省药监局注册处处

长曹森介绍。

为提升药物研制能力，《措

施》提出，指导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高校、科研院所及专业第三

方机构为补充的药物研发体系，

并鼓励搭建平台，促进药物研发

的供需合作。这就意味着，企业

可以借助外力搞药物创新，解决

当前自主研发能力不足问题。

“山东目前有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60多家，是5年前的5倍。从

数量来看，基本能够满足我省临

床试验需求，但整体水平还不

高，承担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偏

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临床试验

机构由增量到提质的转变。”曹

森介绍，《措施》要求充分发挥

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

验室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临床

试验机构的培训交流，整体提升

临床试验能力水平。此外，山东

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已于

近日推动成立临床试验伦理审查

互认联盟，解决多中心临床试验

伦理审查效率低、标准程序不统

一等问题。

在畅通沟通渠道方面，《措

施》优化咨询服务机制，提出构

建一体化在线咨询服务平台，实

现智能答疑、专家答疑、共性问

题答复等服务，并以面对面咨询

为补充。还将不定期组织药品注

册研讨会、座谈会，帮助企业了

解国家政策新动向。

《措施》强化全过程指导，加

强技术指导服务。提出实施药品

重点建设项目、重大创新产品跟

踪服务制，建立品种项目清单，确

定工作专班，提前介入，“一对一”

提供研发、检验检测、临床试验、

注册、生产上市等全过程服务。

山东推出促进药品产业发展23条

鼓励研发 加快提升药物创新能力

济南的商场
客流明显多了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1小时6 . 5元，吓得我车

速都快了！”最近，共享单

车涨价的传言沸沸扬扬。经

济 导 报 记 者 实 地 探 访 后 发

现 ， 时 下 济 南 共 享 单 车 骑

行，价格仍为每小时 3元左

右，相关企业也回应称，此

前没有涨价，近期也没有涨

价的计划。

在公众关注共享单车调

价的背后，是对单车出行的

依赖，以及共享单车企业亏

损的现实。不过受访人士也

表示，目前共享单车已成为

各平台流量的重要入口，以

及交通服务生态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共享单车本身

的盈利已无想象空间，未来

生存也只能依赖行业生态系

统的健康发展了。

济南共享单车
最近没涨价

25日，天气晴好，非常适

合单车出行。

当日14时，经济导报记者

来到济南市榜棚街与泉城路交

会处的彩云大厦，发现大厦东

北角停靠着大约150辆共享单

车，均为美团、青桔以及哈啰

三个品牌。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先

后有15个用户出借车辆，另有

9个用户还回车辆。照此计

算，大约5小时，这里的共享

单车就会周转一遍。

由于出借的人数比还回的

人数更多，在这半小时内，经

济导报记者还发现“小蓝车”

(哈啰)的运维人员来这里补过

一次单车，以便保障用户正常

用车。

在与几位用户的攀谈中，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不少人也

对共享单车涨价的传言有所耳

闻，“但我买了月卡，不限次

数，涨价影响不了我吧？”其

中一位表示。

那么，济南的共享单车到

底有没有涨价？经济导报记者

扫了一辆“小蓝车”，发现起

步价是1 . 5元。

在半小时后，费用跳到了

3元，这个费用一直持续到骑

行的第59分钟。

最终，经济导报记者从彩

云大厦骑行至历山路泺源大街

路口，总里程7 . 2公里，用时

60分零8秒，车费4 . 5元。为了

帮经济导报记者省钱，哈啰出

行的APP还推荐了30天内不限

次数的“月卡”，价格是11 . 5

元。

“每小时3元，最近在济

南，我们一直是这个价格。”

哈啰出行公关部山东负责人卓

泽群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近期，我们也没有涨价的计

划。”

青桔单车的相关负责人也

回应称，他们公司最近没有提

过价，“实际操作一下便

知，网传每小时6 . 5元是

不可能的。”对方表示。

整个行业
已经“很成熟了”

5年前，彼时的共享单车

靠着每半小时0 . 5元的低价，吸

引了大量用户，并一跃成为众

星捧月的资本宠儿。公开数据

显示，2016年9月成立的哈啰出

行至今已经完成15轮融资，累

计融资规模超过百亿元。

“与物联网的充分对接，以

单车为媒介，为用户提供衣食

住行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当时

摩拜单车的相关负责人，曾向

经济导报记者畅想未来共享单

车的使用场景，“骑行过程中单

车就会向用户发问，是否需要推

荐附近的商户，或者按用户需求

直接给出附近感兴趣的地点。”

这个阶段，被中国互联协

会专家委员、经济导报特约评

论 员 郭 涛 定 义 为 “ 跑 马 圈

地”，“有了资本助力，各个

品牌的共享单车四处扩张，低

价抢占市场；而资本所看中

的，正是共享单车的想象空

间。”

>>下转2版

今年瑞康医药股价下跌了14 . 53%，这也使得公司

推进半年多的定增计划，再添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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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记者 时超 ) 2 6

日，沪深两市高开高走，在机

构“抱团股”发力带动下，市

场放量大涨。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涨1 . 63%报3418 . 33点，深

成指涨2 . 6%报13769 . 68点，创

业板指涨3 . 37%报2745 . 4点，两

市合计成交7480亿元，北向资

金净流入64 . 3亿元。

鲁股方面，多只绩优白马

股也出现明显上涨，联鸿新科

(003022)涨停，山东药玻(600529)

涨8 . 83%，日辰股份(603755)、

山东赫达(002810)等涨逾5%。

从板块表现来看，电力、

燃气、新能源板块大幅上涨，

重庆燃气(600917)、金风科技

(002202)等多股涨停，白酒、

医药等“抱团股”较为集中的

板 块 出 现 回 暖 ， 水 井 坊

(600779)、金徽酒(603919)等个

股涨停。

对于“抱团股”的回暖，

券商认为，该板块仍旧是未来

决定市场方向的主力。中原证

券表示，未来一线核心资产以

及周期行业的走向将决定A股

指数的运行方向，继续关注政

策面以及资金面的变化情况，

建议逢低积极把握年报业绩超

预期相关品种的中线投资机

会。川财证券表示，估值方

面，随着市场回落，部分优质

资产进入合理估值区间，北向

资金整体继续保持流入，不宜

过度悲观。

不过，也有机构提醒投

资者此时不宜重仓，更不宜

追涨。

国盛证券表示，纵观近几

个月以来的市场，资金主要集

中在某个方向，而其余方向均

表现不佳。那么，资金开始流

出碳中和后，科技和顺周期方

向开始有资金流入，在震荡寻

底之后，情绪得到一定回暖，

这也为后市的反弹奠定了一定

基础。

操作上，该券商建议暂时

还是保持轻仓状态，等待市

场探明底部之后择机考虑加

仓，方向上，资金回流科技

及顺周期方向，而在市场缺

乏资金的情况下，全面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反弹也仅会

出现在部分方向，对于短线

有资金流入的方向，探底后

要重点关注。科技及顺周期

方 向 ， 当 下 热 点 持 续 性 欠

佳，操作切勿追涨。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沪指收复3400点，机构提醒投资者———

市场探底后再择机加仓

涨价担心丢流量 在济每小时仍3元

共享单车盈利在“车外”
导报讯(记者 初磊)26日，山东

首条无人驾驶轨道交通——— 济南

地铁2号线开通运营。项目全线长约

36 . 4公里，连接济南腊山片区、西部

新城核心区、老城区、高新区及唐

冶新城等重点区域。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新一代

国产自主化GoA4等级全自动运行系

统，列车唤醒、自检、出库、区间运行、

到站停车、开关门等全过程高度自动

化，是山东第一条全自动运行地铁线

路，济南也成为继上海、北京后国内

第五座拥有全自动地铁的城市。

2号线设车站19座，分别为王府

庄站、腊山南站、腊山站、二环西路

站、老屯站、八里桥站、益康路站、

济南站北站、济泺路站、生产路站、

北园站、历山路站、七里堡站、祝甸

站、八涧堡站、姜家庄站、凤凰路

站、鲍山站、彭家庄站，其中，彭家

庄站为高架站，其余18座均为地下

站。运营时间为6:00至22:00，发车间

隔工作日高峰期6分45秒、平峰期8

分30秒，休息日间隔8分钟。1号线、3

号线延长到22点收车。

经济导报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

通运输局获悉，围绕地铁2号线站点

布局，近期将陆续开通11条线路，优

化调整9条线路。

山东首条无人驾驶
轨道交通开通运营

“过山车”行情
下的钢贸商

23日，市场突然变脸。当天，市场报价为4760元/吨，

24日再度下跌到4720元/吨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网

站26日发布《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

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

见》，指导地方国资委进一步加强

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处置和防范应

对，有效防范化解企业重大债务风

险，坚决守住不引发区域性、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指导意见提出，各地方国资委

要加快建立健全地方国有企业债

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对企业债

务风险进行精准识别，将债务风

险突出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范

围，采取特别管控措施；可参照

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行业警戒线

和管控线进行分类管控，对高负

债企业实施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

率双约束，“一企一策”确定管

控目标，推动高负债企业资产负债

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

国资委发文加强
国企债务管控

经济导报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时下

济南共享单车骑行，价格仍为每小时3元

左右，相关企业也回应称，近期没有涨价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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