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居民消弱价格涨跌幅

%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显示，8月全国CPI同比上
涨2.8%，涨幅与上月相同；
其中食品价格涨幅最高为
10.0%，食品中猪肉价格上
涨46.7%，涨幅比上月扩大
19.7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
是，鲜菜价格下降了0.8%，
影响CPI下降约0.02个百分
点，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月
后首次转降。

据测算，在8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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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菜价格
同比连涨18个月后首次转降

统计数据显示，从同比看，食
品中猪肉价格上涨46.7%，涨幅比
上月扩大19.7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上涨24.0%，涨幅回落15.1个百分
点；牛肉、羊肉和鸡肉价格涨幅在
11.6%—12.5%。上述五项合计影
响CPI上涨约1.66个百分点。鲜菜
价格下降 0.8%，影响 CPI 下降约
0.02个百分点，为同比连续上涨18
个月后首次转降。

从环比看，CPI上涨0.7%，涨
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3.2%，涨幅扩大

2.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64
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供应偏
紧，价格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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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沈赟表示，从环比来看，食品中
猪肉价格上涨，主要由于供应偏
紧。而受中秋节临近和消费替代
影响，造成鸡蛋、牛肉、羊肉、鸡肉
和鸭肉价格上涨；鲜菜价格上涨

则主要受台风及高温天气影响；
随着时令瓜果大量上市，8月份鲜
果价格降幅较大，下降10.1%。

与此同时，中国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表示，受非洲猪瘟影
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达到了一
个历史低点，生猪的供应无法满
足市场的需求，因此，生猪的价格
上涨，猪肉作为中国居民最主要
的一个食物来源，其价格提升抬
高了整个中国食品价格。

CPI破“3”？
整体上行压力仍然可控

今年3月以来，受猪肉、鲜菜、
鲜果等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CPI
月度同比涨幅逐渐走高，至7月
份出现了同比上涨 2.8%的年内
高点。8 月猪肉价格上涨超预
期，在此推动下未来 CPI 涨幅是
否会继续攀升至“破 3”，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

据商务部监测，8月26日至9
月1日，肉类批发价格不同幅度上
涨，其中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公斤
34.59元，上涨8.9%。

近期，为控制猪肉涨价态势，
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相继印发文
件，出台至少17条政策措施支持
生猪生产发展。

对于未来物价走势，联讯证
券李奇霖认为，从仔猪价格看，猪
肉价格压力并未充分释放，加之
去年四季度猪肉价格是 2010 年
以来同期最低的，有明显低基数，
今年四季度CPI同比单月破3%是
大概率事件。不过由于主要是猪
肉供给短缺引起的，总需求并不
支持 CPI 同比持续高位，通胀风
险整体可控。

华泰宏观首席宏观研究员李
超团队也认为，通胀短期快速上
行突破3%的风险不大。国内猪
肉价格近期上涨较快，但除猪价
外其他新涨价因素压力不大，整
体CPI上行压力仍然可控。

（沈婷婷）

早报讯 又到了开学季，
但银行取钱的队伍却没有往
年长。不是娃儿不读书了，
是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推出了
以微信为载体的智慧收缴费
业务平台“稚荟生活”。以金
融科技为战略定位，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不断探索服务教
育产业新路径。

此前，大多数学校只能
使用现金缴费和市面上的
APP，效率低且安全性成问
题。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把
握住这一市场痛点，打造

“稚荟生活”。“稚荟生活”属
于专业教育缴费产品，由银
联管控、银行负责资金收单
和清算。截至目前，“稚荟
生活”已为 236 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提供服务，累计交易
量 近 5 亿 元 ，累 计 服 务
63000多个家庭。

近年来，招商银行成都
分行把金融科技作为变革
的重中之重，致力于运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全
方 位 联 动 医 疗 、教 育 、政
务、出行等各种业态及各类
场景，让城市生活更智慧、
更便捷，进一步提升客户
体验。未来，招商银行成
都分行将继续践行“因您而
变”的服务理念，贯彻金融
科技战略，不断推陈出新。

（沈婷婷）

8月CPI出炉：同比涨2.8%，环比涨0.7%

猪肉价格环比涨两成 水果价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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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收缴费难
招行成都分行推

“稚荟生活”缴费平台

马云泪洒“退休”现场：换个江湖见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接任马云，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马云在现场说：“过去20年的
努力，社会把最好的人才、把可以
开拓技术的机遇给了我们，这不是
可以炫耀的资产，而是社会对我们
巨大的信任。感恩的最好办法就
是用行动给社会带来惊喜。未来
20 年，我们的责任是用好这些资
源、人材、技术，让世界更加绿色，
普惠、可持续发展，同时让世界变
得更加柔软和温暖。”

马云是在展望未来时提出这一
期望的。他说，未来30年，世界会

发生很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技
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大
家的想象。所有技术都希望解决人
类三个问题：可持续发展、普惠和利
他。如果技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技术就毫无意义。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昨
天的自己。未来的世界，如果你的
企业希望成功、你个人想成功，那请
记住，你不仅仅要为自己着想，你要
为别人着想、为世界着想、为未来着
想。”

9月10日，马云辞任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这
一天，也是阿里巴巴集团二
十岁的生日。在过去20年
里，马云多次入川，阿里巴巴
在四川的投入也越来越大。

2000年，阿里巴巴刚成
立一年，马云就来到成都，
当时感觉人们对电子商务
的接受程度不高。第一次
入川，马云空手而归。

2004年12月2日，马云
第二次来蓉，参加“第三届
领袖论坛”，表示正考虑在
四川建办事处。

2005 年 12 月，马云来
成都招人的时候去逛了锦
里，从古蜀精髓中寻找灵
感。当时领导数千人的马
云点评三国：刘备、关羽、张
飞与诸葛亮搭配的团队太
完美，真是千年等一回。马
云当时透露，阿里巴巴已经
计划扩大在四川的投资。
马云告诉四川企业家，借助
于电子商务的方式，中小企
业将在未来跨国市场上扮
演“蚂蚁雄兵”的角色。

2009年3月29日，马云
驱车 16 个小时到达青川。

阿里巴巴集团与青川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电商的种子
就 这 样 从 浙 江 带 到 了 青
川。设立农村信息化推进
中心“阿里之家”、提供网店
人才培训服务、建设物流服
务点……马云说：“我们将
持续 7 年支持青川的灾后
重建，7年不行，我们就再做
7年。”从此阿里和四川结下
了延续十多年的公益纽带。

2009年6月29日，阿里
创立十周年之际。马云与成
都高新区签署阿里巴巴西部
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不
仅阿里巴巴要来，淘宝要来，
支付宝要来，阿里软件要来，
阿里投资也要来。”马云承诺
要在这里再造一个阿里巴巴。

此后马云频繁来蓉。
2017年2月26日，马云带着
时任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
团公司董事长彭蕾等高管
入川寻求深度合作。那一
次，马云还顺便去逛了一下
三星堆。马云终于在馆内
见到了与自己“撞脸”的青
铜人头像，首次同框让马云
直呼“还挺帅的。”而网友也
笑称“这是寻根之旅”。

“强公司是商业能力，
而好公司是担当、是责任、
是善良。”9月 10日晚，马
云在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
现场对全体阿里巴巴员工
寄语。

当天马云正式退任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职
务。马云在演讲中颇为感
慨，甚至一度泪洒现场：“咱
们换个江湖见，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不当阿里巴巴董事长，不等于
我退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阿里巴
巴只是我很多梦想中的一个而已。”
马云说：“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年轻，
很多地方都想去看看，都想去尝
试。很多事情，教育、公益、环保，这
些我一直在做，我觉得我还可以做
得更好，花更多的时间。”

“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
个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不是一个
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9
月10日晚，马云在阿里巴巴20周年
年会现场对全体阿里人说。

当天，阿里巴巴宣布全面升级
使命、愿景、价值观，迎接面向未来
的领导力升级。阿里巴巴集团CEO
张勇接任马云，担任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CEO。

“15年前，阿里巴巴决定把这家
公司做到102年，横跨3个世纪。我
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做到。”马云说：

“全世界基本有两条路，要么交给下
一代，要么交给职业经理人。第三
条路，很少有人尝试，但我们觉得这
是一条对的路，就是发现、培训、支
持新的领导团队，用文化、用制度、
用人才来保证公司的传承。”

2009年，阿里巴巴创始人团队
辞任，开始探索合伙人机制。“这不
是一个心血来潮的决定，为了这一
天，我认真准备了10年。”马云给现
场的企业家们提出建议：“如果有一
天，你也希望用制度、文化和人才来
保障公司的传承，你至少今天就要
开始去想，至少准备10年时间。”

（据封面新闻）

寄语阿里的未来
要让世界更加绿色、普惠发展

谈“退休”后的生活
不会停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20年马云入川记
三国和三星堆都被他点评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