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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知道 共富时间

■宋小青、陆颢、李希

瑞兔迎新春，年味日渐浓。
日前，浙建集团所属浙江浙建实
业发展公司精心策划举办了一场
线上线下结合、送福文化与商品
展销于一体的年货盛会。

这是该公司举办的第二届年
货节，展期5天，为职工提供了货
全、物美、价优、快捷的一站式置
办年货专属服务。

据悉，本次年货节与首届最
大的不同，是隆重推出山海共富农
产品展销专窗，将松阳、淳安、江山
等特色产品作为“主打年货”进行隆
重推广，通过供需精准化对接，生活
圈平台预热，农创品牌沉浸式展示，
助力山区26县优质好货出山出海，
为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和山
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浙建商城线上Go——商城
个人版设置了共富产品、年货节

专区，有实物也有提货券，均是年
货首选好物。来自浙江山区26
县的开化、常山、松阳、龙游等众
多地方农优好货云集落成共富产
品展销窗口，从分馆中可领略各
地特色产品，动动手指就可品尝
地方特色美食，新举措新方式吸
引了广大职工朋友线上购。

沉浸体验线下购——活动现
场，浙建集团书画协会书写的春
联、福字和热闹的人群映衬的年
味十足，年文化和年货相得益
彰。琳琅满目的年货齐齐亮相，
精选的家乡特产各具特色，同时
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带给大家，各
种老字号美食再次回归，如松阳
现场制作的盐煨鸡、蒸香肠仍供
不应求。应季水果、坚果炒货、酒
水粮油及食堂自制的腌肉酱鸭等
吸引了很多职工光顾，用心挑选
筹备年货，每个人都乘兴而来满
载而归。

2023 农历癸卯兔年就要来
啦!眼下，线上采购风潮热烈，线下
花卉市场姹紫嫣红……过年的氛
围感和仪式感随着市场人气的攀
升逐渐拉满。翻看购物车，今年
这日渐升腾的“年味儿”有什么不
一样?

团圆味儿年夜饭
堂食、外卖“双主场”

美团数据显示，1月 4日~8
日，全国预订除夕夜餐厅桌位的
订单量日均环比增长80%以上。

“年夜饭”主题的堂食套餐线上订
单量周环比增长115%。大众点

评“年夜饭餐厅”相关关键词搜索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57%。“年
夜饭外卖”“年夜饭外带”关键词
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4倍，三间

“年夜饭预订”关键词搜索量同比
去年增长2倍。

预制菜年菜助攻

餐饮企业、电商平台、商超、
老字号甚至家电企业，纷纷推出
预制菜和预制菜年货礼盒。针对
各地不同的“年夜饭”餐桌习俗，
盒马在华中推出了黄金系列，给
来年一个好寓意。北方消费者更
强调“吉庆有余”，鸡和鱼是必不

可少的品类，华北各地盒马上架
烧鸡、糖醋黄河大鲤鱼等菜肴。
酒类也是年货消费的不二之选，
尤其是高端白酒。“i茅台”APP数
据显示，从 2022 年 1 月 18 日到
2023年 1月 8日，有4.14亿人次
申购了茅台1935。

智能味儿
宅家年货新宠

当年货消费中不再局限于
“传统清单”，购买智能产品成为
年轻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热卖，筋
膜枪、颈椎按摩仪等健康类“网

红”产品销量也有明显增长。天
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智能家
居相关企业 14.6 万余家，其中，
2022年1月~12月新增注册企业
5000家，1~12月新增企业注册增
速达29.7%。

文化味儿
“兔”元素带火国潮风

兔年来临，市场上“含兔量”
激增，生肖兔周边、文创日历、春
联福袋、国潮盲盒等占领了热销
年货新品的C位。比如，故宫博物
院与祥禾饽饽铺联名推出带有兔
子造型的糕点，知味观兔年年货

礼盒采用了兔年花车设计《“2023
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1月7日，兔年相关商品销量
环比年货节前增长超70%。

花香味儿倾城花色各不同

据了解，盒马目前已上线近
80款年宵花，包括个15郁金香、
雪柳、澳梅等鲜切花、鲜切枝，还
有蝴蝶兰、水仙、大花蕙兰、年橘、
黄金果等礼赠盆栽。

盒马数据显示，2022年12月
最后一周，鲜花消费需求环比上
涨39%，盒马花园线上销量环比
涨幅高达60%。 据新华网

新春倒计时,看看哪些好货受欢迎

■中新网记者左雨睛

医保局专家与药企代表每年
一度的“灵魂砍价”落下帷幕，新
冠口服药、肿瘤高值新药、罕见病
新药等首次“开谈”，成为本次医
保谈判的焦点。那么，谈判结果
究竟如何？

日前，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

患者能省多少钱？——预计
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
亿元

据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
司副司长黄心宇介绍，2022年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
利结束。本次调整，共有111个
药品新增进入目录。

本次新增药品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的慢性病
用药56种，肿瘤用药23种，抗感

染用药17种，罕见病用药7种，
新冠肺炎治疗用药2种，还有其
他领域的用药6种。

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 2967 种，
其中西药 1586 种，中成药 1381
种；中药饮片未作调整，仍为892
种。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
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
（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
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
体成功率达82.3%。谈判和竞价
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60.1%，与去年基本持平。

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
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减负效
应，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
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黄心宇
表示，5 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

“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决杜绝
天价药进医保，依托中国巨大的
市场规模，通过谈判准入的方式，
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

格。在很多治疗领域，中国的药
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
洼地，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
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

“2018 年~2022 年，进口药
品 基 本 给 出 了 全 球 最 低 价 。
2022年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
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
价格较高、难以进入目录的问题，
引导企业以竞价的形式主动降低
价格，换取能进入医保目录的机
会。”他说。

新冠治疗用药谈判结果如
何？——阿兹夫定片等两种药品
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此前，国家医保局负责人透
露，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奈玛特
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简称

“Paxlovid”）、清肺排毒颗粒三种
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
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
参与了谈判。

那么谈判结果如何？

据黄心宇介绍，本次医保谈
判全力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治疗。
连续第三年将新冠治疗用药作为
医保目录准入条件，阿兹夫定片、
清肺排毒颗粒等两个药品通过谈
判降价将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
方案涉及的25个已上市药品中，
21个品种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医
保目录。

对于因辉瑞公司报价高而未
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的
Paxlovid，相关人士透露，不会再
和辉瑞就 Paxlovid 举行专门谈
判。此外，默沙东的莫诺拉韦胶
囊也不会额外进行谈判。“正常情
况下，医保目录谈判一年只举行
一次。”

哪些重点领域用药补短
板？——支持国产重大创新药品
进入目录

黄心宇表示，医保谈判继续
支持重点领域药品进入目录，包

括国产创新药、新冠治疗药、儿童
用药等重点领域疾病，肿瘤罕见
病等重大疾病，以及糖尿病、慢阻
肺等慢性病疾病。“这些药品进一
步被纳入了目录，补齐了目录的
短板，提高了保障水平。”

据悉，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
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最终奥
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
成功率83.3%，高于整体的谈判
成功率。同时，有7个罕见病用
药、22个儿童用药、2个基本药物
被成功纳入目录。

“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
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
黄心宇指出，有23种药品是2022
年上市当年就被纳入了目录。

例如，在肺癌领域，本次谈
判不仅新增了洛拉替尼、赛沃替
尼等疗效显著的新药，原来目录
内的恩沙替尼、塞瑞替尼等药品
价格也有显著下降。“医生和患
者有了更多的临床选择。”黄心
宇说。

“灵魂砍价”后，患者能省多少钱？ 浙建实业线上线下齐发力

助力山区26县好货出山

■钱铸锴

近日，象山石浦新港码头
一片忙碌景象，象山海关关员
正在暂养池对刚到港的活帝
王蟹进行现场监管查验。在
海关查验完成后，这批重 27.5
吨、货值 600 万元的活帝王蟹
将陆续“爬”进国内生鲜市场，
丰富消费者春节期间的菜篮
子。

“这是春节前的最后一艘
船，去年公司开始在象山口岸
进口活帝王蟹、活雪蟹、活毛
蟹等食用水生动物。”宁波申
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人朱
宏文表示，业务的顺利开展离
不开象山海关的支持。“因帝

王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为了
尽量降低货物损耗率，象山海
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我
们发展新业务，如今公司的外
贸形势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悉，象山海关除了优化
通关方案，主动对接企业等一
系列措施以外，还设立绿色通
道，通过提前申报和 24 小时预
约通关等方式掌握货物抵港
信息，采取提前验证、即到即
查等措施确保鲜活产品“零等
待”“零滞留”。据统计，2022
年象山口岸共进口活帝王蟹、
活毛蟹、活雪蟹等食用水生动
物 13 批、306.2 吨，货值 5006 万
元，税收入库 832 万元，有效促
进了象山外贸经济发展。

鲜活帝王蟹来了
象山海关助力“零等待”通关

■赵梦瑶

尽情舞蹈的少女、活灵活现
的 瑞 狮 、活 泼 可 爱 的“ 小 兔
子”……近日，在杭州市钱塘区
义蓬街道南沙村举办的“我们的
村晚”活动现场，杂技、舞蹈、魔
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村民们
喜笑颜开、掌声不断。

“村晚”现场，南沙村村民王
来信笑意写在脸上，细数着村里
发生的新变化：“环境更好了，村
道宽敞了，吃饭看病不发愁，更
有很多外出打工的兄弟姐妹都
回来建设新农村了！”

“其实像‘村晚’这样的活
动，一年下来我们村举办了不
少，像风筝节、丰收节、开镰节、
主题音乐节等，都很热闹！”“村
晚”现场，72岁的南沙村村民王
水娟这样说，2022 年她收到村
里发的 1200 元补贴。另外，村
里还为 600 多名老人全额缴纳
了西湖益联保，这都缘于村里兴
建了南兴加油站。

钱塘区行政服务中心附近
的南兴加油站是去临江高科园
的必经之地，来往人流车流络绎
不绝。南沙村村民罗小红正拿
着加油枪熟练地为客人加油，她
说道：“之前我还是个全职妈妈，
整天围着孩子转，如今我已经可
以兼顾事业和家庭，个人经济也
实现了独立，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快乐。”

“2022 年 3月，我们通过租
赁村级留用地招引南兴加油站
落地经营，并将年租金收益投
入美丽乡村建设中。”南沙村党
委书记赵国君说，南兴加油站
是南沙村以“非粮化”整治为契
机，启用村级留用地实施的共
富加油站项目，可以每年直接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000 多万
元。

目前，南沙村共流转土地
3200余亩，土地流转率达90%，
农户流转率达99%。除了共富
加油站项目，在义蓬街道牵头
下，南沙村还和春光、春雷等 4
个村社共同出资1000万元成立

“强村公司”，5个村社分别占股
20%。公司成立3个多月以来，
业务量已超千万元，为村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口袋鼓了，“富脑袋”更有了
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底气。村里
围绕“美丽田园”的总体要求，打
造了独特的“田悦时光”文化品
牌，开展“丰收节”等活动，为村
民新建了木栈道、牛角湾、口袋
公园等健身场所，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越发丰富。

赵国君表示，下一步，南沙
村将紧紧依托“强村公司”，强化
村集体经济的自我造血功能，推
动集体经济从“保底型”向“发展
型”转变，把共富这块“蛋糕”做
大、做强，做到村民心坎里去，让
村民共享共同富裕的红利。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让村民共享共富红利

即将到来的春节，不仅激发
大家的消费热情，也成为各大银
行推广个人消费贷款的最佳窗
口。

2022年12月以来，很多银行
推出种类繁多的个人消费贷款优
惠活动，部分幸运客户可以在活
动期间获得突破正常利率下限的
超低利率，目前市场最低的优惠
利率是招行闪电贷给出的3.2%。
与此同时，国有大行的最低利率
在破“4”之后继续下调。

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最优惠利率

尽管各家银行想方设法推广
个人消费贷款，但贷款审批的尺
度并没有因此而放松，目前只有
少数客户能享受到让人动心的最
低利率。

据了解，为防止消费者产生
误解，各家银行的消费贷款广告
会在最后加上提示：“产品利率以
实际办理利率为准，如有疑问，请
详询当地网点”“具体贷款利率和

额度以审批结果为准”。
某国有大行的支行客户经理

表示，在该支行，最低利率只有优
质单位的员工才可以办理，普通
个人客户无法享受。现在都是系
统审批，除了白名单上的优质客
户，其他客户实际申请到的利率
和额度会差异很大，很可能比最
低利率高出一大截。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最坏的
情况并非没有享受到最低利率，
而是连申请资格都没有。有读者
反映，自己看到银行消费贷款广
告，兴冲冲地去线上申请了一把，
结果发现连贷款资格都没有。

如何才能有额度呢？该行指
出了三条路：一是成为该行的住
房贷款客户；二是提供房产抵押
或其他有效担保，联系个贷中心
办理其他贷款；三是在该行办理
更多存款、理财业务。

监管强调要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

全年住户贷款增加3.83万亿元，
较 2021全年增量缩水约 4万亿
元。其中，以个人消费类贷款为
代表的新增居民短期贷款同比少
增0.76万亿元；以按揭贷款为代
表的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
增3.33万亿元。

不过，今年金融机构一定会
加大对个人消费类贷款的投放。
2023年1月4日召开的2023年中
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
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
持力度。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1 月 13 日，银保监会召开
2023年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
今年九方面重点任务，排在首位
的是全力支持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
优先位置。

银保监会此前召开的党委
（扩大）会议已提出相关具体举
措，包括：优化消费金融产品服
务，鼓励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
等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居住消费

提升，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
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持续
改善新市民金融服务，更好满足
农村转移人口、新毕业大学生等
群体安居乐业需要。丰富金融
产品供给，多渠道增加居民安全
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改善居民家
庭资产负债表，增强消费能力。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
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随着生产经营
活动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复苏，
消费类贷款的信用扩张将提速。
如果有进一步的政策刺激，比如支
持汽车和家电等产业链较长的行
业，或者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将
使消费类贷款恢复速度更快。

银行消费贷破“4”
你会动心吗

■夏晶莹

日前从温州市港航管理中心
获悉，去年，温州完成水运投资
19.93亿元，为年度计划的133%，
同比增长53%，再创新高。在新
开辟越泰、俄罗斯、韩国三条近洋
航线的同时，去年，温州集装箱吞
吐量同比增长13％，增幅居全省
沿海港口前列，温州港口能级实
现全新突破，辐射能力进一步增
强。

去年以来，温州港航部门以
加快建设更具活力的“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为目标，全面融入全省港口
一体化发展进程，坚持一手抓开
工项目、一手抓续建项目，提前谋
划、主动出击，全力做好稳增长、
促基建、优服务等工作，力推项目
建设大干快上。5座5万~10万
吨级码头集中开工，项目概算总
投资超62亿元，是温州港建港历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开工，建
成后全港货物通过能力将提升
40%以上。乐清湾港区C区一期
工程、状元岙港区二期工程等13

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建设。其
中，温州港核心港区深水进港航
道开工并完成工程量50%，预计
今年建成投用，将服务温州LNG
和华港LNG项目26.6万立方米
LNG船单线全潮通航。

伴随着港航基础设施的不断
夯实，还有港口支撑能力的明显
提升和港口发展能级的全新突
破。去年，温州顶住经济下行压
力、新冠疫情冲击，争取港口物流
奖补政策1.1亿元，完成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117万标箱、货物吞吐
量84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同比
增长13％，增幅居全省沿海港口
前列。新开辟越泰、俄罗斯、韩国
三条近洋航线，实现海铁联运箱
直航出海、美西航线首航，累计开
通近洋航线11条，内贸集装箱航
线基本覆盖沿海各大主要港口。
金温海铁联运集装箱常态化运行
完成 4984标箱，月平均增长超
270%；南昌—温州集装箱海铁联
运成功试运行，标志着海铁联运
首次向省外腹地拓展，也意味着
全省第二条陆海双向大通道初步
形成。

再创新高！

去年温州完成
水运投资近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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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0日

新昌县富迪轴承有限公司被母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越来越低的贷款利率让不
少动心的消费者跃跃欲试。业
内人士提醒大家，一定要按需申
请，量力而行，不要盲目借贷。
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养
成理性消费习惯，弘扬勤俭节约
美德，科学安排生活支出，做好
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树立负责
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
贷消费。要明确自身贷款需求，
根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贷款以
及需要何种贷款。不要不计后

果盲目借贷、过度借贷，否则可
能会使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
更不要选择“以贷养贷”“多头借
贷”，避免因无力偿还而导致债台
高筑。

需要引起消费者重视的是，
消费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购买房
产、炒股、理财、偿还其他贷款等
非消费领域。据了解，银行如果
在贷后管理中发现消费贷款被
违规挪用，会提前收回贷款。

据《北京青年报》

消费提示
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理性借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