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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金亮
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是收储制度改革以来的恢复性上涨，而且这种上涨主要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价格适当上
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没有超出粮食价格的合理运行区间。粮食价格关乎产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也关乎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今
后要综合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链协调发展等因素，继续尊重市场作用，使粮价在动态中实现总体稳定

今年以来，玉米价格呈快速上涨态
势，近期创出了近 4 年来的新高。笔者认
为，应理性看待部分粮食品种价格阶段性
合理上涨。目前，粮价总体还是偏低的，
玉米涨价并未超出粮食价格合理运行区
间。粮食价格关乎产业效益和农民收入，
也关乎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今后要综合
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
链协调发展等因素，继续尊重市场作用，
使得粮价在动态中实现总体稳定。
近期玉米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三方
面。一是需求旺盛。生猪生产加快恢复，
饲用玉米需求增加。酒精、玉米淀粉等需
求也在增加，加工企业和贸易商普遍看
好，收购价有所提高。二是成本增加。今
年台风使得东北部分受灾地区玉米出现倒
伏，机收成本增加，农民有惜售心理。三
是资本炒作。受疫情影响，国内外投资市
场对粮食的炒作有升温迹象。10 月份以
来，玉米期货价格上涨明显，导致现货价

格联动上涨。
总的看，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是收储制
度改革以来的恢复性上涨，还未超过 2014
年时玉米价格的高点。而且，这种上涨主
要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在成本增加的情况
下，价格适当上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今年玉米丰收已
成定局，前期竞拍玉米陆续出库上市。另
外，加上部分库存稻谷小麦也可以用于饲
料替代，供给是有保障的，玉米价格继续
上涨缺乏支撑。
回溯以往，国家把玉米临储制度改为
目标价格制度是因为当时玉米库存居高不
下，国内价格大幅高于进口到岸价格。目
标价格制度尊重市场作用，把价格和补贴
分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如果价格过
低，将直接对农民予以补贴。该制度符合
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不干扰和扭曲价
格，有利于农民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实施
以后，玉米价格随行就市。可见，前几年

玉米价格下跌和近期上涨，都是市场经济
下粮食价格的正常合理波动。
应当全面理性看待粮价合理上涨，目
前我国粮价总体还是偏低的。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了 100 多
倍，粮价涨了不到 10 倍。如今，农民在市
场上卖出的原粮每斤大多 1 元出头，居民
购买的成品粮每斤大多 2 元至 3 元。对
此，生产者和消费者总体上都可以接受。
今年以来，世界粮食贸易链供应链受到冲
击，但我国粮食供应充裕、价格稳定。虽
然近期玉米等个别品种价格上涨较快，但
其绝对值却很小，也不可持续，仍在合理
区间内。
粮价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
好，这考验一个国家粮食战略的智慧。粮
食价格形成和调控机制恰如走钢丝，保
粮食供给和保农民收益，两头都要兼
顾，不然就会“谷贱伤农不种粮”，到头
来反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大局。改革开

放以来，城镇化使优质耕地持续减少，
工业化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出，
种粮比较效益低导致“谁来种地”问题
凸显。在此情况下，粮食价格的形成更
要综合考虑市场供求、生产成本和产业
发展等因素。比如，近期玉米价格小幅
合理上涨就有助于激励生产供给，促进
市场供需平衡。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在粮食支持保护
政策和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还有很大完善空
间。要建立粮食生产风险基金，从粮食加
工、流通、消费环节筹措，取之于粮，用
之于粮，加大对农民生产粮食的支持力
度；对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化给予扶持，
支持发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等精
深加工；建立粮食产销利益调节补偿机
制，让主产区种粮得实惠。目前，中央已
出台文件要求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的比例，今后可以进一步明确增
量应优先保障粮食生产。

别让“伪科技”侵害消费者权益
□ 廖卫芳

只需将一张金属贴片贴在手机背部
“有效位置”，信号就能从 1 格变成 3 格，让
玩游戏、刷视频不延迟……近期一位杭州
消费者程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被
“手机信
号增强贴”
给忽悠了。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手机用户都会遇
到手机网络不稳定、信号时好时差的“烦
恼”，这不仅影响正常上网浏览信息，甚至
会影响工作。于是，一些商家适时推出了
“手机信号增强贴”，宣称能满足手机用户
改善信号的需求。还有部分商家表示，几
款手机信号增强贴同时具有提升手机性
能、降低辐射水平、延长电池寿命等功能，
并提供相关产品说明书加以
“证明”
。售价
不高，效果明显，
提供
“证明”
，商家如此
“忽
悠”
和
“吹嘘”
，使得不少消费者上当受骗。
笔者认为，要戳穿“手机信号增强贴”

的骗术，还需
“合力围剿”
。首先，
监管要到
位。市场监督、网信等监管部门应积极承
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
形成联动机制，
加大
对“伪科技”产品不实广告的监管力度，特
别应严肃清理以
“伪科普”
形态出现在网络
视频、
社交平台上的不实广告信息，
以防止
忽悠欺骗消费者。
其次，严把检测关。相关审核部门应
严把产品检测关，包括商家资质、
商品证书
等都要严审核、
严把关，
绝不能轻易地让不
法网络电商平台蒙混过关。
再次，处罚要从严。相关执法部门应
对以
“黑科技”
忽悠骗术
“黑”
顾客的不法行
为采取
“零容忍”
态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该罚款的罚款，该取缔的取缔，该列入“黑
名单”的列入“黑名单”，倒逼其遵规守法，
切实履行买卖契约，
做到诚信经营。

给打赏设置冷静期

弹窗广告不能想弹就弹
□ 汪昌莲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即日起对
手机浏览器实行专项集中整治，并点名 8
款手机浏览器，要求不得推弹窗“自媒体”
发布的各类信息。有媒体调查发现，现实
中存在一条依托手机浏览器从事恶意弹窗
广告的产业链。
想看的网页被遮挡、想买的商品被隐
藏，甚至很多广告页面都是消极负面的内
容，或含有恶意插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盗取
个人信息……弹窗广告不仅影响人们的心
情和工作效率，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
让人
不胜其
“扰”
。特别是一些低俗色情弹窗广
告还威胁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弹窗广告泛滥成灾，相关网络平台难
辞其咎。根据有关调查，多数弹窗都是推
广公司与浏览器平台合作，按受众点击量
收费并分成。此外，一些推广公司运营的

弹窗广告，还能实现对目标人群精准推
送。其实，根据广告法，
弹窗广告属于互联
网广告，不能强制消费者收看。
下一步，应通过立法与多种技术手段、
配套措施多管齐下，大力治理弹窗广告乱
象。首先，规范和治理弹窗广告，
应成为网
络平台一项法定义务，以此遏制平台的利
益冲动，切断蛰伏在弹窗广告之上的利益
链。同时，应制定信息产业经营和服务
“行
业标准”
，
明确网络平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
质量，尤其是要明确技术标准，
确保用户不
被弹窗广告骚扰。再者，用户要增强维权
意识，发现违规弹窗广告，
应及时向有关部
门举报，不能一删了事。监管部门则应明
确监管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精准执
法，提高违法成本，
提高行政法规对恶意弹
窗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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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作（新华社发）

经历
“野蛮生长”
后，
共享单车行业回归理性，
发展逐步规范。交通运输部统
1945 万辆，日均订单量超 4570 万单。各地正在探索更科学、智能的管理方式。
但有媒体日前调查发现，
共享单车超额投放等顽疾仍未根治，
基础设施建设及监

“辣条博物馆”在长沙开馆

管能力有待加强，
行业可持续发展还在路上。共享单车是绿色出行重要方式之
一，
如何调动相关企业增强运维能力，
完善骑行环境，
关系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水
平和百姓
“获得感”
，
需要各地相关部门深入落实相关政策措施，
建立以交管部门
为核心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促进共享单车规范发展。

（时

锋）

□ 李凤文
近年来，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提高金融服
务普惠性、改善金融服务质效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资
质审批不严、高利放贷、非法经营等问题。对此，监管部门及时出手整治，将网络小贷业
务纳入统一监管轨道，对于促进网络小贷业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年 12 月份，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小额贷
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的通知》，对网络小贷业务从审批权
限、
经营资质等 11 个方面重点排查和整治，
取得初步成效。但是，仍然缺乏对网络小
贷业务的全国统一监管标准，网络小贷业
务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
依旧较为突出。
可见，监管部门出台《办法》，将网络小
贷业务纳入统一监管轨道，对于践行普惠
金融理念，改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促进网络小贷业务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宣布，将出台指导规范以解决网络直
播中存在的激情打赏、高额打赏和未成年人打赏三大问题。该协
会负责人表示，拟给用户设置打赏冷静期，以解决激情打赏等
问题。
@张一春：支持此举。打赏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既然是消
费，
在一段时间内应该可以申请有条件反悔。
@吴菲菲：利用平台技术设置理智打赏，即打赏冷静期，
很有必要。期待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规范的出台，能从源头上遏
制打赏乱象。
@凤文：设置打赏冷静期，有助于解决激情打赏、高额打赏、
未成年人打赏问题，
尤其有助于避免儿童打赏造成家庭资金损失。

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享单车已在全国 360 多座城市投放运营，投入车辆达

加强网络小贷管理很有必要
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贷业务，
统一监管规则和经营规则，银保监会会同
央行等部门近日起草了《网络小额贷款业
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监管
主体、监管规则和措施，并对网络小贷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的风控体系、单户上限、信息
披露等问题作出详细规范，划定了限制跨
省展业、联合贷款出资不低于 30%的若干
红线，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近年来，
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
技术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在提高金融服
务普惠性、
改善金融服务质效和降低金融服
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也存在资
质审批不严、越权审批、高利放贷、暴力催
收、
非法经营等问题。有的突破经营区域限
制，将业务拓展至全国；有的多渠道融入资
金，突破融资杠杆约束，急剧放大杠杆倍
数。特别是一些互联网公司通过小贷公司
发放网络贷款，野蛮进入信贷领域，经营管
理粗放，不仅潜藏较大的金融风险，也侵害
了消费者权益，
影响了金融稳定。
对此，监管部门及时出手整治。2017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防范金融直 □
播营销有关风险的提示》，提醒社会公众甄
别、防范金融直播营销风险。银保监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提示，社会公众应注意甄别金
融直播营销广告主体资质，选择正规金融机
构和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了解金融产品
或服务重要信息和风险等级，防范直播营销
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风险；树立科学理
性的金融投资、消费观念。
金融机构通过开展实时在线讲解，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更好地互动和获客；消
费者通过观看直播，能清晰直接地筛选产品
资讯，更便捷地获取服务。但是，由于金融
行业专业属性和特点的原因，金融直播营销
潜藏着大量风险。目前，已暴露的风险主要
包括营销主体是否具有专业资质，营销过程
中是否隐藏诈骗风险，是否存在销售误
导等。
特别是一些直播平台开设账号没有门槛
限制，有些无资质的主体“鱼目混珠”，非
专业人士自我包装为“理财专家”“保险专
家”等，无金融从业资质的“科技公司”
“咨询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外汇、网络
理财为名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销，夸大
或虚假宣传产品信息，误导、欺骗消费者，
甚至潜藏非法集资风险。
防范金融直播营销风险，维护行业健康
生态，需要各方齐心协力。
消费者应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投资观，
掌握金融常识，知悉金融消费或投资风险，
审慎评估自身实际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量
力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避免因为受到煽
动、蛊惑而冲动消费、盲目投资。
监管机构应及时监督、披露风险信息，
还应建立健全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
责的管控机制。全流程管控包含直播营销在
内的金融机构营销宣传或销售行为，要求金
融机构将网络直播营销宣传管理纳入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并严格落实。
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增强合规
经营意识，加强对直播营销等金融营销宣传或销售行为 （含金融
广告行为） 的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报备管理。强化对业务
合作方和员工参与直播营销金融产品的培训、教育和监督。设置
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直播行为和宣传信息合规、准
确、可追溯。
此外，行业协会和媒体应发挥自身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和教育宣传活动，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防风险能
力。特别是行业协会需切实起到桥梁作用，疏通行业堵点，形成
全行业的协同效应。
（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

李建菲

玉米短期涨价无碍粮价总体稳定

多方合力防范金融直播营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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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监管层级，达到了全国一个标
准。过去，央行及银保监会只负责制定小
贷公司监管规则，具体准入由省级政府金
融办负责审批。由于各地执行标准不统
一，网络小贷业务准入参差不齐，准入条件
及相关资质掌握差距较大，尤其缺乏对控
股股东和主要股东的有效监管，存在较大
风险隐患。
《办法》从全国层面对网络小贷
业务实行管理，不仅统一了监管标准，也提
高了管理制度的权威性。
提高了准入门槛，有助于风险防控。
《办法》对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重新定义，并
从股东资质、注册资本金、地域范围、平台
资质等对网络小贷明确了更高的准入门

槛。尤其是对于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
小贷业务的，须经银保监会批准，提高了准
入门槛，这无疑预示着经营网络小贷将面
临大洗牌，网络小贷业务野蛮生长、无序发
展的局面将有重大改变，风险防控能力将
得以提升。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划出多道监管红
线，更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 对
单户贷款上限、信息披露、消费者保护等
作了详细规范。比如，应当根据借款人收
入水平、总体负债、资产状况等因素，合
理确定贷款金额和期限，使借款人每期还
款额不超过其还款能力。对自然人单户网
络小额贷款余额按照 30 万元与最近 3 年年
均收入三分之一孰低的原则设定最高限
额。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提出几个“禁
止”，即禁止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禁止
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方式
催收贷款；禁止未经授权或者同意收集、
存储、使用客户信息，禁止非法买卖或者
泄露客户信息等。监管红线的划定，更有
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月 1 日，一家“辣条博物馆”在湖南长沙开馆。该馆介
绍了辣条发展史，并展示了辣条的原料、生产与检测过程，让市
民近距离了解辣条。
@马果叶：辣条广受欢迎，口味不错，但因为一些辣条在
生产过程中加了太多的调料，制作工艺不过关，经常吃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一定影响。辣条产业及时转型升级很有必要，唯有健康
环保才能得到长远发展。
@鑫峰：一些辣条质量低劣，有害成分超标，需要整改，
提升质量，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是关键。
@田忠华：要想让一种食品生产得到长远发展，就要在食
品安全上下功夫，既要吃出味道，又要吃出健康。

开展农耕教育正当时
如今，常有孩子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
话。近日，一项调查显示，93.0%的受访者感到身边很多青少年
五谷不分。95.7%的受访者认为对青少年开展农耕教育有利于他
们长大后参与乡村振兴事业。71.9%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在春耕、
秋收等季节带学生亲自参与劳动体验。
@放大镜：让孩子走进田野，观察农业，体验农事，参加
劳动锻炼，有助于他们了解食品来之不易，学会珍惜粮食。
@采菊东篱下：开展农耕教育非常有必要。要加强对学生
的农耕教育，加强从小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品德教育，杜绝
发生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现象。
@侯来增：我国是农业大国。开展农耕教育，不仅能让青少
年们识五谷、
有常识，
更能让他们爱劳动、
知勤俭。
（刘辛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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