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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我国粮食进口同比有所增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需求增长较快，二是国内外粮价倒挂。专家认为，适度进口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然而，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仍

然存在。因此，需要通过进口调剂余缺，优化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

存款保险标识11月28日起在全国启用——

认 清 标 识 存 款 有 保 障
本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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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金融机构违规收取投融资顾问费被通报

违规抬升小微融资成本遭严查
本报记者 彭 江

日前，一条“为激活社保卡，
94 岁老人被抬着在银行自助机
具前完成人脸识别”的视频在网
上广泛传播，引发热议。尽管涉
事银行很快发文道歉，但老年群
体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仍值得
反思。

智能技术应用的初衷是提升
服务效率、拓宽服务边界、完善服
务体验，而不是让服务受制于技
术。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飞速
发展的当下，部分老年群体没能
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技术手段，仍
习惯通过传统的线下渠道获取服
务，这些合理诉求不能因为技术
的进步而被忽视，智能服务不能
没有“温度”。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
务场景，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
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
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
突出困难，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
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

实施方案将给老年人的生活
带来哪些切实改变，值得期待。
接下来，为有效破解老年群体面
临的“数字鸿沟”问题，还应重点
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深入研究老年群体需
求，分类施策，切忌“一刀切”。需
要明确的是，在老年群体内部，其技术偏好和认知也存在较大
差异，有的已能熟练使用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等，有的甚至没
有一部智能手机。

针对此现象，要强化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针对共性问
题，采取普遍适用的政策措施；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
景、不同生活环境和习惯的老年人，则要分类梳理问题，采取
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比如，目前已有多家手机银行
APP推出了“老年版本”，与普通版相比，其在字号、页面设置、
功能推荐等板块更贴近老年群体需求。

其次，坚持线上服务与线下渠道相结合。其中，线上服务
应更加突出人性化，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便利老年人使用；
线下渠道则应进一步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不断改善老年人服
务体验，与线上服务融合发展、互为补充，有效发挥兜底保障
作用。

最后，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在各类日常生
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充分保障在
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此外，还应紧贴老年人需求特点，加强技术创新，提供更
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促进智能技术有效推广应用，让老
年人能用、会用、敢用、想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与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
于部分银行保险机构助贷机构违规抬升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典型问题的通报》，对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保险（集团）
所属分支机构及助贷机构违规向小微企业收取贷款承诺费、
投融资顾问费等“两禁两限”费用和借贷搭售保险等问题进行
了公开通报。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要求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小企业金融
部总经理王近军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多次发文要求商业银行
不得对小微企业贷款乱收费，不得借贷搭售。“在疫情期间，为
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保监会等部门还出台多项措
施，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切实维护企业知
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王
近军说。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金融机构乱收费，加大了
企业经营负担。银保监会某地方分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
实际贷款业务中，有的3年期贷款产品的利率表面上看只有
7.6%，但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收取多项费用后，年化综合融
资成本高达22.16%。如此收费，企业不堪重负。

对于部分金融机构违规抬升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原
因，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一是部分机构对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认识不够，对乱收费的危害性认识不深，在违
规业务上一直不收手；二是金融机构大幅度向实体经济让利
之后，自身利润增长面临压力，部分机构希望通过收费弥补利
润缺口；三是不少银行将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提高作为盈利结
构改善的衡量标准，希望通过收费和搭售产品来增加中间业
务收入；四是在互联网联合贷款中，金融机构获客成本、运营
成本、风险成本都较高，也会变相抬升企业融资成本。

董希淼表示，针对金融机构乱收费问题，监管部门应加强
监管和检查，确有违规行为的应以通报批评等形式进行一定
的惩处。金融机构应提高认识，加强对分支机构和员工的督
促，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此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
企业正向激励的作用，通过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提供低成
本流动性等方式，让金融机构保持让利的可持续性。

业内专家李凤文认为，禁止涉企乱收费，监管部门还要加
大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监管部门要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成
立督查组，通过开展现场督查、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督促各
金融机构将监管法规真正落实到位。要发挥“双罚”的震慑作
用，一旦发现乱收费问题，就要依法依规对违规机构及责任人
进行严厉处罚和责任追究。通过严厉处罚，杜绝违规收费问
题，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11月28日起，存款保险标识将在全国
范围内启用。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
知，授权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自2020
年11月28日起使用存款保险标识。对于金
融消费者来说，通过这一标识就能立即识别
自己的存款在这家金融机构是否有保障，直
观又方便。

目前，已有11个市（县）的人们率先体
验了存款保险标识。11月7日起，河北省内
丘县、山西省临汾市、辽宁省铁岭市、江苏省
扬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河南省漯河市、湖北
省孝感市、湖南省华容县、四川省乐山市、云
南省元谋县、陕西省渭南市等11个市（县）
先行启用了存款保险标识。

使用存款保险标识代表着在这一金融
机构，储户的存款受到存款保险保障。存款
保险又称存款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方
式，对公众的存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

2015年5月1日起，我国《存款保险条例》已
经施行。

我国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
限额为50万元。也就是说，同一存款人在
同一家银行所有存款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加
起来在50万元以内的，可以全额赔付。

5年多来，存款保险制度实施顺利。但
金融消费者对于存款保险仍然感觉有点儿

“摸不着”，感受并不那么直观。据介绍，使
用存款保险标识是国际通行做法，这一标识
具有直观、醒目、公信力强的特点，有助于广
大金融消费者更加方便地识别参加存款保
险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其存款受到国家
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权益。

存款保险标识究竟长啥样？这一标识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设计，构成要素包括存
款保险形象图案、“存款保险”中英文文字、

“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

条例》受到保护”文字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使用”文字。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存款保险形象图
案的主色调为绿色，寓意存款保险制度作为
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可以促
进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金融生
态。图案主体为白色汉字造型“众”，寓意保
护公众存款人，同时也组成大树图案；大树
的三顶树冠象征存款保险的三大功能：保护
存款人、差别费率和早期纠正、风险处置；图
案的圆形轮廓寓意安全、保护、值得信赖，象
征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
柱之一，可以有效维护存款人信心和金融
稳定。

哪些机构能够使用这一标识？目前，全
国受存款保险保障的金融机构共4025家，
具体包括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
格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了便于
公众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将在网站公布参加
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名单，并定期更新。

央行明确，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应
当在境内各营业网点入口处显著位置展示
存款保险标识，确保进入营业网点的存款人
能够方便地识别本机构为参加存款保险的
金融机构。同时，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
还可以在广告宣传中使用“本机构已按照国
家规定参加存款保险”“本机构吸收的本外
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
表述。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使用存款保险标
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和参加存款保
险的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公众
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有利于维护银行业
经营秩序和金融稳定，促进银行业健康
发展。

根据海关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粮
食进口同比有所增加，特别是玉米进口增加
比较明显。前三季度，我国粮食进口量
1.0206 亿吨，比上年同期 8174 万吨增长
24.9%，其中玉米进口667万吨，同比增长
72.5%，涨幅远超其他粮食品种，玉米进口占
粮食总进口的比重从上年同期的4.7%提高
到 6.5%；大豆进口 7453 万吨，同比增长
15.5%，占粮食总进口的比重高达73%。

国内需求增长是主要原因

国家发改委价格成本调查中心主任黄
汉权认为，国内需求增长较快是粮食进口增
长的主要原因。首先，受去年以来国家大力
鼓励生猪生产政策的刺激，全国生猪和能繁
母猪生产逐步恢复，由此带动饲用玉米和大
豆需求大幅增长。其次，近年来一批玉米深
加工项目纷纷上马，导致玉米深加工产能从
2017 年的 7600 万吨扩张至 2019 年的近
1.13亿吨。同时，经过2016年以来多年去
库存、调结构，我国玉米产需缺口逐年扩大，
玉米供求从阶段性过剩转为供给偏紧，只有
通过进口平衡供给缺口。

“国内外粮价倒挂是粮食进口增长的又
一个重要原因。”黄汉权说，今年国际粮价有
所上涨，但仍低于国内粮价，目前进口玉米
到岸完税价每吨比国产玉米低 500 元左
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粮食生产的规模化
和组织化程度不够高，与欧美国家家庭农场
几十公顷、几百公顷的规模有较大差距，国
内粮食在价格上没有太多竞争优势。

适度进口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手段。目前，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
谷物自给率超过95%以上，稻谷和小麦两大
口粮自给率超过100%，实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然而，
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如优质
小麦和大米供给不足，玉米存在产需缺口，
大豆自给率不足20%。因此，需要通过进口
调剂余缺，优化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提
升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从目前进口
结构看，小麦和大米进口量很少。以2019
年为例，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
量的1.8%和2.3%；玉米及其替代品大麦、高
粱、玉米酒糟和木薯等饲料粮进口量相对较
大；大豆高度依赖进口，来自巴西、美国和阿
根廷的大豆占进口量的90%以上，“卡脖子”
隐忧长期存在。

进口对国际粮价影响有限

今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玉米、俄
罗斯小麦以及法国大麦的出口价格自5月
份以来已上涨30%，同时，联合国全球谷物
价格指数创下逾5年来最高，芝加哥玉米及
小麦期货过去 3 个月分别上涨 25%及
17.5%。外媒观点认为，中国采购以及其他
主要谷物生产国自身问题抬高了全球玉米、
小麦和大麦价格。

黄汉权认为，把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归
结为中国大量进口粮食，这种说法是不负责
任的，完全有悖于事实。从进口量看，我国
粮食进出口量只占全球贸易量十分之一左
右，而且进口的大头是大豆，对世界粮食价

格上涨的影响有限。今年以来，国际粮价出
现较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世界粮食
供不应求，而是疫情导致世界粮食贸易不确
定性增加、各国加强对粮食贸易的管控以及
部分地区受病虫灾害影响，从而引发粮价恐
慌性上涨。

黄汉权表示，一是在疫情最严重时期，
一些粮食出口国采取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
措施，加剧了粮食危机的恐慌。二是近年来
国际经贸冲突不断，世界粮食价格、生产和
贸易波动性加大，不少国家增加粮食储备，
造成可供贸易粮食数量减少。三是今年蝗
灾和草地贪夜蛾肆虐，严重冲击了非洲、中
东、印度等地区粮食生产，相关地区减产预
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世界粮食价格。四
是受疫情影响，全球货物运输和供应链严重
受阻，物流成本大幅上涨。五是部分发达经
济体为应对疫情增发货币，所形成的货币效
应在粮价上也有所体现。

专家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受
多种因素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上涨，国
际资本抓住贸易商和加工企业看涨粮食价
格的心理预期，在期货市场炒作国际粮价，
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粮食期货价格
上涨明显，带动现货价格联动上涨。因此，
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带
来的风险。

增强国际粮食贸易话语权

粮食问题历来被作为战略博弈的重要
筹码。越是危机时期，越能凸显粮食的重要
性。黄汉权认为，作为粮食进口大国，我国
要不断提高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主动权和
话语权，加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充分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推动粮食进口国别和渠道多元化。粮
食贸易受到国际贸易摩擦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影响，努力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是保障
粮食供应安全有效的手段。近年来，我国遵

循“适度进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积极发展
粮食国际贸易，逐步改变进口来源国相对单
一、容易受制于出口国政策变化和产量变化
的国际贸易格局，促进我国粮食进口来源、
渠道和结构的多元化，通过市场方式避免国
内粮食市场受到全球粮价的冲击。比如，在
大豆进口方面，我国不断拓展大豆进口来源
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
亚等国家也成为我国大豆重要进口来源地。

加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今年疫情
再次证明，危机期间，任何禁止或限制粮食
出口的做法，只能加剧恐慌和危机。我国要
积极推动全球粮食供应链和物流链稳定运
行，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多边及双
边合作，构建高效协同、精准敏捷、安全有韧
性、绿色可持续的粮食供应链，确保粮食国
际贸易不受阻、粮食物流不中断。

要引导企业“走出去”，培育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中国大粮商，实现粮食全产业链各环
节安全可控。目前，四大国际粮商美国
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控制着
国际谷物交易市场80%的份额，在国际粮食
贸易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我国要树立全
球视野，增强战略眼光，培育一批规模大、实
力强、效益好的国际大粮商，开展粮食生产、
加工、仓储、物流、装备制造等跨国经营，逐
步形成内外联动、产销衔接、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的发展格局，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

加强粮食进口配额管理，确保粮食产业
安全。我国对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谷物进
口实行配额管理，2004年至今，进口配额一
直保持不变，我国小麦进口关税配额量为
963.6万吨，玉米为720万吨，大米为532万
吨。同时，应加强粮食进出口的监测和管
理，严厉打击走私，规范市场秩序，避免无序
进口对国内粮食产业的冲击。

我国粮食进口数量缘何增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民以谷为命。我国有 14 亿人口，保障
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进口粮食是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仅仅靠进口
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必须要立足自
身，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从全球粮食贸易量来看，全球谷物年产
量 20 多亿吨，国际贸易量约 4.5 亿吨，相当
于我国全国消费者一年粮食消费量的三分
之二，即使把国际市场上的谷物全都买过来
也不够。而且如果我国大规模进口粮食，国
际粮价一定会大幅上涨，从而对全球粮食安
全造成不小的挑战。

从国际贸易环境看，如果有的国家借助
生产、贸易、金融等优势，把粮食作为博弈手
段，就会危及全球粮食安全。今年以来，新

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粮食供应链带来较大冲
击，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国家增加
粮食储备，国际市场上粮食贸易量减少，有
时候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因此，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平衡利用好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坚决贯彻
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把立足国内和适度进
口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两条重要途
径。一方面，要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培育国
际大粮商，增强对境外粮源的掌控能力，加
强粮食进口管理。同时，既要避免出现我国
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大国效应”，也要防
止大量进口损害国内粮食产业安全。

靠进口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
刘 慧

11月16日，
安徽省铜陵市郊
区陈瑶湖镇花园
村，大型收割机
在 稻 田 来 回 穿
梭，收割成熟的
稻谷，确保颗粒
归仓。

陈 磊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