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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
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部署
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
切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
力。

《方案》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聚焦
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目标任务，强调要依靠

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培育重点消
费领域细分市场，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
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方案》提出了 2018-2020年实施的六项
重点任务。一是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
场准入。主要包括出台实施进一步促进乡村
旅游提质升级的政策措施，扩大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范围，加快制定赛事审
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合理放宽社会办医
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间，取消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开展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

示范建设，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等政策措施。二是完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
升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大力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壮大绿色消费，促进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商
用等政策措施。三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
和服务标准建设。主要包括将内外销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工程实施范围逐步由食品农产品
领域向消费品等其他领域拓展，加强消费产品
和服务标准制定等政策措施。四是建立健全
消费领域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消费领域
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在部分地区试点建立

失信企业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食品药品等重
要消费品召回制度等政策措施。五是优化促
进居民消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制定出
台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
积极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
点工作，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
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
六是加强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主要
包括加强消费领域统计监测，加强消费领域大
数据应用，认真做好消费宣传引导工作等政策
措施。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印发

提出六项重点任务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原先5万元是“起步价”，现在手头有1万元就能买；原先只有私募理财才
能投股市，现在公募理财也可以间接入市……国庆节前，银行理财新规正式
落地。目前已有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宣布降低
部分理财产品销售起点。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在将要出台的理财
子公司业务规则中，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面签，理财产品
销售起点也有望进一步降低。

1万元起投，门槛还有可能再降
银行理财新规如何影响你的投资？

★财经聚焦★

销售起点下调，增加银行理财吸引力
根据 9月 28日正式落定的银行理财新规，

单只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目前的5万元降
至1万元，各家银行迅速反应。

建行公告称，9 月 30 日 17：00 开始，该行
“乾元—惠享”（季季富）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的首次购买起点金额由 5万元调整为 1
万元，成为新规落地后首个降低投资门槛的银
行理财产品。

农行宣布10月1日起调整部分理财产品的
销售起点，产品数量多达43只。交行宣布10月
8日起对部分面向个人客户销售的存量及在售
公募理财产品起售金额调整为 1万元，同时调
整部分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起存金额，包括23款
理财产品和16款结构性存款产品。

投资门槛的下调，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投
资者来说，都是利好。

上海银行一位理财经理告诉记者，降低起
售点后能增加银行理财的吸引力,有效扩大银
行理财的客群基础。招行上海嘉定区一家网点
的理财经理告诉记者，目前理财门槛降低的产
品主要是灵活型的活期类产品，额度都比较紧
张，每天的额度中午可能就卖完了。

一位投资人正在咨询最新理财产品信息。
她告诉记者，平时自己的一些小钱散钱会放在
余额宝，现在宝宝类货币基金产品收益率较低，
余额宝资金转入转出还有限额。相比之下，银
行的类似产品收益率高一些，现在门槛降低了，
自己以后会优先选择银行理财产品。

理财资金可以间接进股市，风险会增加吗？
根据现行监管规定，银行私募理财产品可

以直接投资股票，但公募理财产品不能直接或
间接投资股票，所投基金只能是货币型、债券型
基金，这也与银行理财产品安全稳健的核心优
势相一致。

理财新规放开公募理财产品不能投资与股
票相关公募基金的限制，允许公募理财产品通
过投资各类公募基金间接进入股市。但银行公
募理财产品面向的是普通投资者，放开投资限
制后，资金是否会大量进入股市？投资风险会
增加吗？

融 360分析师杨慧敏表示，此规定给银行
理财资金间接进入股市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意
味着理财资金会大规模进入股市。银行理财的
客户大都风险偏好较低，银行理财还是会尽量
保持净值稳定，此外银行在固收投资上拥有相
对优势，进入股市的意愿也不会很强烈。

擅长投资理财的北京白领小陈表示，如果
是股票型理财产品的话，会不会买要看收益和
风险情况，但总体来说买银行理财主要是为了
稳妥，这类产品的吸引力不大。

面签有望不再强制，投资门槛或再降
根据监管规定，首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仍

需要面签，这也导致了虽然银行理财门槛降低，
但投资的便利性上相对于货币基金而言还有欠
缺。“我本来想买一家银行的一款理财产品，但
在手机银行上操作时发现买不了，首次购买要
去银行网点面签。”上海白领王小姐告诉记者。

面签环节能不能省？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在将要出台的理财子公司业务规则
中，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在
银行营业网点进行面签。

销售起点能不能再降？该负责人表示，对
于市场机构反映的进一步降低理财产品销售起
点等内容，拟在理财子公司业务规则中予以采
纳。

据了解，今后监管部门对理财子公司销售
的理财产品将不再具体规定销售起点，银行可
自行设置。

而对于不能直接投资股票的限制，银保监
会表示，下一步，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理财业务
后，允许子公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投资股票。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
示，以后银行通过理财子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
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资金可以直接投资股市，
面签环节可以省掉，与公募基金的管理基本相
同，这也与资管新规统一不同资管行业标准的
精神相一致。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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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邢台市“金蓝领”大型招聘会
广告

关注“邢台人才”公众号欢迎供需双方参会！

邢台人才交流中心定于 2018 年 10 月 14（周
日）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大型招聘会，现场参会
知名企业100家，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10月11日，“圆梦锦绣·巧手脱贫”贵州省妇女特
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赛在贵阳市举行。来自贵
州省各地的参赛选手分别就民族刺绣、民族蜡染、创
新产品设计等进行现场比拼。

新华社发（杨文斌 摄）

指尖赛技艺

新华社济南10月 11日电（记者闫祥
岭）京津冀鲁辽五地卫生部门 11日签署合
作协议，建立区域卫生健康协同发展工作
机制。

京津冀鲁辽卫生健康协同发展峰会 11
日在济南召开，在峰会现场，京津冀鲁辽五
省市卫生计生委签署《环渤海地区（京津冀
鲁辽）卫生健康协同发展合作协议（2018-
2020年）》，将从加强医疗服务区域合作、推
进公共卫生计生区域联动、强化卫生计生事

业发展规划对接、构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
调机制、加快区域卫生健康信息一体化建
设、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加强基层卫
生合作、带动区域内健康服务业发展、提升
示范点地区的合作水平、推动首都优质医疗
资源由北京密集区域向外围低密度区域转
移等10个方面加强合作。

此外，与会的 5 家医院签署了合作协
议，10所高校签署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协同创
新合作协议。

京津冀鲁辽签署协议推动卫生健康协同发展

★新闻播报★

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记者潘清）
受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三”拖累，11日A
股主要股指集体重挫。上证综指失守 2600
点，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高达逾 6%。行业
板块悉数告跌的同时，A股再度上演“千股
跌停”。

当日上 证 综 指 以 2643.07 点 跳 空 低
开 ，早 盘 上 摸 2661.29 点 后 开 始 震 荡 走
低。午后沪指击穿 2600 点整数位并下探
2560.32 点后，最终以 2583.46 点报收，较
前一交易日大跌 142.38 点，并以 5.22%的

幅度创下 2016 年 2 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
幅。

深市三大股指表现更弱。深证成指收
报 7524.09 点 ，跌 486.60 点 ，跌 幅 达 到
6.07% 。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6.30% ，收 盘 报
1261.88点。中小板指数以5069.94点报收，
跌幅也达到了6.22%。

股指重挫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跌，
仅 70 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
股，两市仅 20 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则超
过千只。

主要股指集体重挫 A股再现“千股跌停”

据新华社法电（记者邵莉 胡尊元）
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9日晚在法兰
克福书展举办国际版权发布会，包括英
语、意大利语在内的 5个语种的版权归属
已确定。

宙斯之首出版总监劳拉·帕尔默说：
“我的同事已经成功用中国的《三体》打造
出一个科幻市场，我擅长的是间谍悬疑类
小说，很幸运我等到了麦家的《风声》。”

2014年，麦家小说《解密》推出英文版，
成为首部收入“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

小说。迄今，《解密》已被译成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 33种语言在海外出
版，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

小说《解密》的风行让法兰克福国际
书展开始关注“麦家”这个中国作家的名
字。此次书展除了举办《风声》国际版权
推广活动，还邀请麦家参加“世界思想论
坛”。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麦家创作
了《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多部小
说，其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风声》国际版权法兰克福书展成功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