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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已两月，咋样了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版编辑 胡文鹏 郭存举

8月份CPI、PPI涨跌幅基本稳定，猪肉保供稳价力度加大——

物价不具备全面大幅上涨基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中秋赏月这一传统中秋赏月这一传统

民俗民俗，，令中秋节当天的令中秋节当天的

夜游需求十分旺盛夜游需求十分旺盛。。

赏月游利好夜经济赏月游利好夜经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吉蕾蕾吉蕾蕾

从供给来看，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是充裕的。从需求来看，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因此价格总

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是具备坚实基础的。但也要注意防范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别是要避免猪肉价格持

续大幅上涨，需要增加生猪养殖和猪肉等食品供给——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小长假近在
眼前，赏月、团圆、错峰游等为主题的中秋旅游
预订迎来高峰。记者从多家旅行机构了解到，为
避开暑期、“十一”客流高峰，今年更多人选择
中秋出行，一些热门的赏月酒店、赏月餐厅更是
预订走俏。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也显示，相比“五一”、
端午等小长假，今年中秋出游中，两代、三代同
游人次占比提升约14%。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旅游品质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比如，白天打卡完主题乐园、名山胜水、
文化古迹后，晚上更重视酒店住宿的环境。从今
年中秋出游的酒店预订情况来看，除一些IP主
题酒店火热外，相比其他小长假，湖边、海滨、
乡村、山间等位置佳、品质好的酒店、民宿，由
于便于家庭举行团聚活动，预订人气相对更高。

另外，中秋赏月这一传统民俗使得中秋节当
天的夜游需求十分旺盛，也是整个小长假居民周
边游的首选。同程艺龙景点门票预订数据显示，
天目湖南山竹海、常州嬉戏谷、华谊兄弟电影世
界、灵山小镇拈花湾、北京欢乐谷等景区的赏
月、游船、夜游项目深受消费者喜爱，珠江、黄
浦江、秦淮河等知名河流的夜间游船预订也非常
火爆。此外，一些主题乐园、古镇等推出的中秋
赏月及庆祝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提前预订门票。

驴妈妈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分析说，除了
人少、景色美、重视精神满足外，价格便宜也是中秋
出行考虑的主要原因。中秋多数长线产品，价格相
比暑期降幅颇大，与9月淡季持平，是一年中价格洼
地。对情侣、家庭来说，即便是轻奢产品，也能节省
一笔不菲支出。比如，“日本本州6日5晚半自助跟
团游”产品，中秋价格相比暑期降幅超过40%。

“在相关部委和地方夜间经济利好政策的推
动下，一批丰富多样的夜间休闲娱乐场所开始出
现，城市夜间灯光景观更具吸引力，一定程度上
使得中秋旅游产品更加多元化。”中国旅游研究
院博士韩元军分析说。

中秋出游意愿猛增，一些热门景点将人满为
患。对此，韩元军建议，公众在出游的时候最好
合理选择景点景区和出行时间，避开人流高峰的
景区，增加夜间游玩时间。如此一来，既传承了
中秋赏月文化，又能提升旅游体验度。

垃圾必须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湿垃
圾必须破袋投放……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垃圾分类7月初在上海实施。如
今，这项政策已经落地两个多月了，落
地效果如何，市民评价咋样？

据记者了解，上海垃圾管理新规落地
两个多月来，湿垃圾清运量显著增加，干
垃圾明显减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
底，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
较2018年底增长了5倍；湿垃圾分出量
约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
130%；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低于15500
吨/日，比2018年底减少了26%。

专家表示，湿垃圾分出量是检验
垃圾分类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垃圾
分类后，有回收价值的东西将不再被
湿垃圾污染，干垃圾焚烧成本降低，
湿垃圾则可制成肥料、沼气等。此
外，干垃圾中混有湿垃圾含量降低
后，焚烧炉燃烧稳定性有了明显提
高。湿垃圾分拣去除塑料袋等杂质后，
经过粉碎、蒸煮、提油等步骤，被送入
厌氧罐进行发酵产生沼气，每吨湿垃圾

能产生沼气约 80 立方米，燃烧后可发
电150千瓦时左右。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
平表示，两个多月来，上海宣传氛围日益
浓厚，全程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市民参与
热情高涨。截至目前，上海已完成 2 万
个分类投放点改造和4万余只道路废物
箱标识的更新。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
1092辆、干垃圾车3197辆、有害垃圾车
80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154辆。

上海在推进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时，部分市民遇到一些实际困难，难免
会有些抱怨。如何有温度地推进“定时
定点”投放？

据介绍，上海按照“定点要坚持逐
步推行，定时要灵活，撤桶要鼓励，破
袋要引导”的思路，建议有条件的小区
因地制宜适当延长垃圾箱房开放时间，
同时大力推广“破袋神器”。对夏季湿
垃圾容易腐烂发臭问题，还会督促相关

单位，增加清运频次。
不仅如此，一些有利于垃圾分类的

新发明不断涌现，新技术得到应用，不
少网友直呼“高手在民间”。

花费近10年，“发明达人”王新德
发明了一台8小时能分拣约50吨垃圾的
自动垃圾分类机。这个分类机能将混合
垃圾中的玻璃瓶、建筑垃圾或大骨头等
硬质物、厨余垃圾、塑料袋分离。

上海浦东张江人工智能岛上，一款
智能分类垃圾桶能将投入的垃圾进行
自动检测分类，通过翻转设置将其投入
相应垃圾桶。另一款智能垃圾桶则能
实时监测干垃圾、可回收垃圾的满溢
度，提示物业公司及时处置。这些“聪
明”的垃圾桶有望部分用于人流密集的
公共场所。

不过，尽管垃圾分类取得阶段性进
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单位生活
垃圾分类不如居住区推进效果好，居住
区垃圾分类投放点还需更精细化管理，
长效机制还需完善，末端资源化利用设
施尚需加快建设。

□ 垃圾分类后，有回收价值的东西将不再被湿垃圾污染，干垃

圾焚烧成本降低，湿垃圾则可制成肥料、沼气等。

□ 一些有利于垃圾分类的新发明不断涌现，新技术得到应用，

不少网友直呼“高手在民间”。

9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8
月份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8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连续 6 个月处于“2 时代”；PPI
同比下降 0.8%，连续两个月同比下
降，且降幅扩大。

专家表示，8月CPI同比涨幅与上
月持平，主因仍然是猪肉价格拉动。
当前，CPI 中的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
格走势分化格局在延续，PPI 同比降
幅扩大，物价不具备全面大幅上涨的
基础。未来仍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
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CPI持续处于“2时代”

8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8%。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 10.0%，涨幅比上
月扩大0.9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1.93 个 百 分 点 ；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1.1% ， 涨 幅 比 上 月 回 落 0.2 个 百 分
点，涨幅创近3年以来新低，影响CPI
上涨约0.9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
赟分析说，在食品中，畜肉类价格同
比上涨 30.9%，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46.7%，涨幅比上月扩大 19.7 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上涨 24.0%，涨幅回落 15.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9 个百
分点；鸡蛋价格上涨 3.8%，影响 CPI
上涨约0.02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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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百分点。

8月份，CPI环比上涨0.7%，涨幅
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沈赟分析
说，在食品中，猪肉供应偏紧，价格环
比上涨23.1%，涨幅比上月扩大15.3个
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62 个百分
点。受中秋节临近和消费替代影响，鸡
蛋、牛肉、羊肉、鸡肉和鸭肉价格上涨
2.0%至 5.9%，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10 个百分点。受台风及高温天气影
响，鲜菜价格上涨 2.8%，影响 CPI 上
涨约 0.07 个百分点。时令瓜果大量上
市，鲜果价格下降10.1%，影响CPI下
降约0.22个百分点。

PPI同比降幅略有扩大

8 月份，PPI 同比下降 0.8%，降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0.5 个 百 分 点 ， 这 是
PPI 同比连续两个月下降。其中，生
产资料价格下降 1.3%，降幅比上月
扩大 0.6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
涨 0.7% ， 涨 幅 比 上 月 回 落 0.1 个 百
分点。

沈赟分析说，8 月份，在主要行

业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
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9.1%，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石
油 、 煤 炭 及 其 他 燃 料 加 工 业 下 降
5.9%，扩大 0.8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4.6%，扩大
0.6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下降 3.1%，扩大 2.7 个百分点。
同比涨幅回落的有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上涨 21.7%，比上月回落 2.0 个百
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0.9%，
回落 0.3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扩大的
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7%，比
上月扩大 1.8 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
工业上涨2.8%，扩大1.1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刘学智表示，8月PPI连续两个月同
比下降并且降幅扩大，环比连续 3 个
月下降，表明实体经济面临需求放缓
的压力。由于 8 月份至 11 月份 PPI 翘
尾因素持续为负，预计 PPI 仍将持续
负增长。

菜蛋水果价格将继续回落

尽管CPI同比涨幅持续处于“2时
代”，且逼近 3%，不过，前 8 个月平
均，CPI 同比上涨 2.4%，与年初确定
的“3%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相比，

仍处于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

人孟玮分析说，近几个月，CPI 同比
涨幅有所扩大，属于结构性上涨，主
要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从今后一段
时间来看，我国物价不具备全面大幅
上涨的基础。“从供给来看，我国工农
业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是充裕的。从
需求来看，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因此
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是具
备坚实基础的。尽管非洲猪瘟疫情对
当前生猪生产造成了一定冲击，但肉
禽等替代品生产增长较快，肉蛋奶等
供应比较充裕，居民基本饮食消费不
会受到大的影响。”孟玮说。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个月，CPI同
比上涨主要受食品价格变化影响，但从
猪肉、蔬菜、鸡蛋、水果等与老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民生商品看，未来物
价走势平稳的基础仍较为稳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确保百姓
碗里不缺肉，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
到企业，围绕猪肉保供稳价的工作正
全面展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
爱华表示，猪肉价格确实受到市场供
给偏紧的影响，而市场供给主要受非
洲猪瘟的影响。尽管供求紧张的局势
会对下阶段的猪肉价格产生一定影
响，但一些积极的方面在慢慢显现，

比如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目前都在
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规模化养
殖，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猪肉价格，
包括启动价格补贴机制等。这些都会
对市场供求矛盾有一定缓解作用。随
着这些措施逐渐见效，猪肉价格是有
平稳基础的。

此外，进入 8 月份以后，蔬菜供
应逐步进入“夏淡”期，预计下半年
价格将在常年水平波动，第三季度菜
价或低于去年同期。随着气温开始转
凉，蛋鸡“歇伏期”结束，产能恢
复，鸡蛋市场供应增加，随着鸡舍防
暑降温的水电成本降低，预计后期蛋
鸡养殖成本将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从水果价格看，进入 8 月份至 10
月份，是南北方各类水果集中收获的
时期，水果将陆续大量上市，市场供
给十分充足。而且我国进口水果来源
地已扩展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
渠道基本畅通，进口势头强劲。这些
因素将拉动水果价格继续回落。

刘学智表示，当前物价呈现分化
格局，一方面需要宏观政策加大逆周
期调节，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要
注意防范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别是要
避免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需要增
加生猪养殖和猪肉等食品供给，保持
供需平衡。

9 月 10 日，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传来令很多患者欣
慰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属22家大医院已经全部开设药
学门诊。今后，患者遇到用药问题可以直接上药学门诊
咨询。

据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介
绍，经过前期试点和充分准备，今年 8 月起，北京市属
所有医院都开设了药学门诊，为患者用药指导开通门诊
用药服务通道。截至目前，北京市属医院共开设了药学
门诊 68 个，患者均可通过京医通平台预约挂号、医院
APP挂号平台或现场自助机挂号，在22家医院进行药学
门诊就诊。其中，药师独立出诊的药学门诊有48个，药
师医师联合门诊 20 个，共涉及专业近 30 个，基本覆盖
综合诊疗范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属医院每年门诊患者约
3319 万人次，其中用药的患者约 1823 万人次。患者拿
到处方中的药物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用药问题，但是
再返回诊室询问医生不太现实。因此，北京市属医院在
医改同时推出了一系列“专业用药找药师”的便民惠民
举措。如其中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这种较简单的问
题患者可以在市属医院用药咨询中心免费得到解决。如
果是多种疾病用药合并，或服用高风险药物需要监测，
服药后引起其他不良反应疾病或检查指标异常的复杂情
况，则可在药学门诊就诊得到解决。

数据显示，患者在药学门诊就诊后，用药成本明显降
低，例均减少用药品种0.5种，精简药物最多者由原来的
23 种药物降低为6 种。根据先行开设药学门诊的医院统
计，患者半年人均花费降低178.9元。此外，患者服药的
药物疗效也有明显改善。

北京出实招方便患者问药

药学门诊为您解用药难题
本报记者 吴佳佳

9月10日，江苏省如皋市一家大型超市工作人员在整理水果货架。 吴树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