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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台的两个方案，使教育、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更明确、清晰，进一步完善了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加快了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步伐

5月份，CPI同比上涨2.7%，涨幅连续三个月处于“2时代”。专家表示，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

CPI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同时，5月份P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翘尾因素

影响约为0.6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0，表明受到需求偏弱的影响，工业价格指数上涨动力不足——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6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
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
据。5月份，CPI同比上涨2.7%，涨幅连
续三个月处于“2 时代”；PPI 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上
涨是影响CPI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但
从总体上看，尽管 CPI 同比涨幅连续 3
个月上升，但离 3%的控制目标还有距
离，整体物价涨幅较为温和。

鲜果价格处历史高位

数据显示，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7%。虽然2.7%的同比涨
幅创下了自2018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
但今年前5个月CPI同比上涨2.2%，仍
低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左右”
的全年物价调控目标。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7.7%，是 2012 年 1 月份以来的最大涨
幅，影响CPI上涨约1.48个百分点。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董雅秀分析说，鲜
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同比上涨26.7%，
涨幅比上月扩大 14.8 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0.4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
涨 18.2%，涨幅比上月扩大 3.8 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8 个百分点；鲜
菜价格上涨13.3%，涨幅比上月回落4.1
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
点；鸡蛋和禽肉价格分别上涨 8.7%和
6.4%，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6.1个和1.4
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12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6%，影响
CPI 上涨约 1.26 个百分点。其中，教育
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2.6%、2.5%和1.8%，合计影响CPI 上
涨约0.90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在5月份2.7%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5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2 个百
分点。

从环比来看，5 月份 CPI 由上月上
涨0.1%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2%，影响 CPI 上涨约 0.03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持平。

董雅秀表示，在食品中，鲜果价格上
涨 10.1%，影响 CPI 上涨约 0.20 个百分
点 。 鸡 蛋 供 应 偏 紧 ，导 致 价 格 上 涨
7.6%，影响 CPI 上涨约 0.04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鲜菜大量上市，价格下降
7.9%，影响 CPI 下降约 0.22 个百分点。
此外，猪肉因受天气变热等因素影响，消
费需求减弱，价格下降 0.3%，影响 CPI
下降约0.01个百分点。

在非食品中，受成品油调价等因素
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0%和

2.2%，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04个百分
点；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6.5%和1.5%，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04
个百分点。

PPI同比涨幅略有回落

5月份，P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
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这也是PPI同
比涨幅连续 6 个月处于持平至 1%区
间。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6%，涨
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0.9%，涨幅与上月相同。前5
个月，PPI比去年同期上涨0.4%。

董雅秀分析说，在主要行业中，涨幅
回落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6.7%，比上月回落3.4个百分点；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上涨3.1%，回落0.6个百分
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
2.3%，回落1.9个百分点。

降幅扩大的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下降2.5%，扩大0.6个百分点；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下 降
1.0%，扩大 0.6 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

下降0.7%，扩大0.2个百分点。
此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

3.8%，涨幅比上月扩大1.9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在5月份0.6%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6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

从环比来看，5 月份 PPI 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个月微降 0.1 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2%，涨
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0.1%，回落0.1个百分点。

“从调查的40 个工业行业大类看，
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1个，比上月减少7
个；环比下降的有11个，增加3个；持平
的有8个，增加4个。”董雅秀说。

在主要行业中，石油相关行业受国
际原油价格变动影响，涨幅比上月有所
扩大。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4.2%，扩大 0.6 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 1.8%，扩大 0.5 个
百分点。涨幅回落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上涨0.8%，回落1.3个百分
点；仪器仪表制造业，上涨 0.1%，回落
0.2个百分点。由涨转降的有化学纤维

制造业，下降 1.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下降0.2%。

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5 月份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同比上涨
4.4%，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上涨
3.9%，燃料动力类价格同比上涨 1.4%；
化工原料类价格同比下降3.5%，有色金
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同比下降 2.5%。
从环比看，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环比上
涨 0.7% ，燃 料 动 力 类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5%；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环比
下降0.6%。

全年CPI涨幅难“破3”

总的来看，5月份CPI虽然连续3个
月上升，但离3%的控制目标还有距离。
PPI 则出现下行。因此，整体物价涨幅
较为温和，不会对货币政策构成制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物价调
控目标为涨幅3%左右。不过，由于最近
几个月以来，CPI持续“2时代”，且涨幅
持续扩大，因此，CPI是否会“破3”也引
发了不少讨论。

有观点认为，6 月份以来猪价温和
上行,可能将接替鲜果项支撑 CPI 抬
升。不过 CPI 同比涨幅难以“破 3”，温
和通胀仍会继续。而且，核心CPI仍然
趋于下行,在后续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
影响下,总需求层面并不支持通胀大幅
上涨。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5月CPI涨幅
扩大主要受水果价格快速上升的影响，
随着天气回归正常,水果价格也会恢复
正常,进而拉低CPI涨幅。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学智分析说，生猪存栏量以及能繁母
猪存栏量仍在快速下降，猪肉价格上涨
周期已经形成，将成为年内拉动CPI上
涨的重要因素。尽管采取了扩大进口等
相关增加供给的措施，但未来生猪供应
量减少将导致猪肉价格存在继续上涨的
压力，部分月度CPI同比涨幅可能会高
于3%。此外，6月份是新鲜水果供应旺
季，鲜果价格有望回落。

“总的来看，下半年CPI翘尾因素明
显下降，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涨势平
缓，不存在显著的通胀风险，全年CPI平
均涨幅有望落在3%以内。”刘学智说。

从 PPI 看，5 月份 PPI 同比涨幅中，
翘尾因素影响约为 0.6 个百分点，新涨
价因素约为 0，表明受到需求偏弱的影
响，工业价格指数上涨动力不足。

“由于工业生产和需求偏弱，PPI新
涨价动力不足，下半年可能整体处于小
幅增长，全年涨幅在 0.5%以内，不排除
部分月度负增长的可能。当前和未来一
个阶段，政策应更多关注需求不足问
题。”刘学智表示。

5月份CPI同比涨幅较上月有所扩大——

整体物价涨幅仍较为温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近日，滴滴出行公示了《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针对乘坐网约车时遗失
物品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其中最吸引眼球
的，莫过于滴滴提出送还遗失物时，可以协商支付
合理费用。

征求意见稿提出，拟规定乘客因自身疏忽导
致物品遗失的，应尽量自行领取物品。如无法自
行领取，可与拾得遗失物品的司机协商送还方式、
时间，送还遗失物的合理费用等事宜。合理费用
包括保管费、快递费、运输费、乘客承诺的送回奖
励等。对此，不少人认为司机送还遗失物的必要
支出应该由乘客承担，也有人认为滴滴作为营运
者，送回遗失物是应尽义务，不该收费。

那么，滴滴究竟为何要发布这样的管理办
法？背后又有何深意？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目前滴滴网约车上的遗失行为高
发，仅今年前3个月，滴滴的物品遗失专组就协助
乘客找回了近42万件遗失物品，虽然帮乘客挽回
了不少损失，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追回遗
失物的过程颇费周折，沟通、送货和时间成本的投
入很高。因此，出台相关措施，目的在于规范一系
列与司机归还遗失物有关的行为，保障司机乘客
双方的合法利益。

“滴滴出行以网约车出行为背景，对该场景下
的物品遗失进行流程化管理，公开透明，提高办事
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约车的规范化发
展。”长期关注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家陈礼腾说。

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提出，因自身疏忽所
致，对遗失物应尽量自行领取，无法自取时方可与司
机协商送还费用问题。如果双方对费用无法协商
一致，司机应秉持便于乘客用户领取遗失物品的原
则，将遗失物品就近送至公安部门，乘客自行领取。

北京市忠慧律师事务所刘家川表示，从法理
上说，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规定了拾得遗失物
者具有联系失主、妥善保管遗失物并归还失主的
义务，但同时失主也有支付必要费用的义务。

送回网约车遗失物该不该收费？
本报记者 李 景

十部门力促社会办医健康规范发展——

社会办医可享税收等多种优惠政策

国办印发科教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清 晰 划 分 权 责 平 稳 推 进 改 革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吴佳佳在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
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在审批准入、审核评价、校验服
务、人员资质、监督管理等涉及医疗质量安全方面，对社会
办医和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同等待遇；在规划、税收、服
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向社会办医进一步倾斜。

“社会办医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
加医疗资源有效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
求的重要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说，近年来
我国社会办医取得了长足进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社会
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
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社会办医的人员、床位、诊疗
量占比均保持稳定增长。

王贺胜表示，我国的社会办医起步晚、底子薄，虽然近
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公立医院相比，在服务能力、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
距，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意见》提出要优化医保定点前置条件，缩短申请等待
时间。社会办医机构正式运营 3 个月后即可提出定点申
请，定点评估完成时限不得超过3个月等具体要求。压缩
定点申请、专家评估、系统改造等过程的时间，为社会办医
申请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医药服
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介绍，到2018年底，全国共有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 19.35 万家，其中非公立定点医疗机构 6.2 万
家，占比32.1%，定点零售药店达到了34.1万家。

针对经济日报记者提出的“如何推进‘放管服’，进
一步简化准入审批服务”等相关问题，国家发改委社会发
展司负责人蔡长华表示，各地出台优化社会办医跨部门联
动审批实施办法，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
知承诺制，在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开展诊所备案管理
试点。在税收优惠方面，支持营利性社会办医，包括诊所
等小型医疗机构，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政府不再对社会办医的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作规划限
制，按照‘十三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继续严
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技领
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和《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这
意味着分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加速推进。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
度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大问题，
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划
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
度等，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统筹
谋划，稳步推进。此次出台的两个方
案，进一步完善了权责清晰、财力协
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加
快了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步伐。”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韩
凤芹表示。

韩凤芹认为，这两个文件进一步明
确了科技、教育领域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的关系，意义重大，“虽然我国科
技、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较为清晰，但仍然存在政策
制度不够系统完整，相互之间协同性不
够的问题。此次划分，在保持教育、科
技领域现行财政政策基本稳定的基础
上，对现行划分中科学合理、行之有效

的事项予以确认，对现行划分不尽合
理，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的事项进行调
整，对尚不具备改革条件的事项暂时延
续现行格局。稳定性与创新性结合，中
央地方有机协同。”韩凤芹说。

“相较以往的划分方式，此次改革
覆盖面更广。”韩凤芹说，比如教育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
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三个方面。
在科技领域，考虑到科技创新的实
现，是一个贯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链，因
此科技领域除了研发外，还包括科技
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以及科研机构
改革和发展建设等重要事项，一并纳
入改革范围。

同时，在科技领域，将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由地方财政事权调整为中央
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区分不同情
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具体受益区
域主要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
考虑到这类区域，将在全国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其科技成果的流动性外溢
性都较强，不宜完全作为地方事权。”
韩凤芹说。

“改革方案的发布，使教育、科技

领域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更明确、清晰。”韩凤芹说。例如，
将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由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调整为中央或地方财
政事权，根据科研机构的隶属关系，

“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对利用财政性资
金设立的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方面
的补助，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确认为中央
或地方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
责任。其中，对中央级科研机构改革和
发展建设方面的补助，确认为中央财政
事权，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
级科研机构承担地方政府委托任务，由
地方财政给予合理补助。对地方科研机
构改革和发展建设方面的补助，确认为
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财政承担支出
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改革还强调全
面实施绩效管理。在科技领域，明确紧
密结合科技工作的特点，加快建立健全
科技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着力提高财政科技资金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在教育领域，要
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优化支出结
构，着力提高教育领域资金配置效率、
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

有人认为司机送还遗失
物的必要支出应由乘客承
担。也有人表示滴滴作为营
运者，送回遗失物是应尽义
务，不该收费。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