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部委优化“绿色通道”政策 混装假冒鲜活农产品运输将“拉黑”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也将安装ETC
近日， 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共同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要求，未来
将严格规范免收车辆通行费范
围，将通过优化服务、调整查验方
式、建设信用体系等措施，来优化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服务。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表示， 正加紧
制定相关细则。

《通知》中提及，高速系统将
继续按照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鲜
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后，“绿色通道”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面临以下问
题：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仍然需
要停车查验，无法实现不停车快
捷通行，影响其通行效率；部分
省份在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
品种目录》外，又自行增加了一
些新的品种，导致省际之间政策
不统一的问题；跨省通行车辆由
分省多次交费合并为在出口一
次交费， 单次交费金额大幅增
加，通过假冒鲜活农产品运输车
辆偷逃通行费的现象将大量增
加， 扰乱公路货运市场秩序，损
害高速公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问题，高速系统在
继续严格执行“绿色通道”政策
的同时，将通过优化服务、调整
查验方式、 建设信用体系等措
施，提升服务能力。

具体而言， 一是明确整车
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鲜活
农产品品种目录》 内产品的车
辆，继续免收车辆通行费。二是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过安装
ETC车载装置，在高速公路出、
入口使用ETC专用通道， 实现
不停车快捷通行。 三是鲜活农
产品运输车辆驶出高速公路出
口收费站后， 在指定位置申请
查验。经查验符合政策规定的，
免收车辆通行费。 四是建立预
约服务制度， 鲜活农产品运输
车辆通过网络或客服电话系统
提前预约通行， 避免出现先扣
费再退费的现象。 对未提前预
约即进入高速公路的鲜活农产
品运输车辆， 将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退费， 保护车辆所有者的
合法权益。五是建立信用体系。
对经查验属于假冒或混装的车
辆，记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
戒；对信用记录良好的车辆，逐
步降低查验频次。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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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方定于2019年8月21�日

13：30，在长沙市芙蓉区建湘南路38号升
隆集团五楼会议室，对一批首饰、装饰品
等物品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即日起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8�
月20�日16:00�时前， 携有效身份证明及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万元来本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帐为准)。
保证金账号：43001520061050002579

开户单位：湖南升隆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长沙华兴支行营业部
联系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建湘南路38号
升隆集团五楼
联 系 人：柳先生 18670905955

湖南升隆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本报8月13日讯 今日，国
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随着后期水果，
蔬菜价格的回落， 我国物价总
水平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夏天，苹果、西瓜、梨
等在消费者记忆里的平价水
果， 卖上了动辄十余元一斤的
单价，似乎不再亲民。不过，三
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进入8月，果蔬市场零售价格已
开始出现大幅回落， 让长沙消
费者有望实现“水果自由”。

“水果自由”
西瓜价格8月降幅超五成

8月13日，在华润万家世纪
金源店内， 来自宁夏的硒砂
（西）瓜被摆放在超市生鲜区最
显眼的位置， 其售价仅为每斤
0.99元。

“上周开始降价的，小区附
近的果蔬店， 最便宜的也是这
个价格。”家住万科城的长沙市
民罗女士说，不仅是大超市，社
区果蔬生鲜店内的水果也便宜
了不少。

据记者统计发现，宁夏硒
砂瓜自7月中旬在长沙大量上
市以来， 售价最高在每斤1.69
元至1.99元不等。 而8月初开
始，如绿叶水果、果之友等部
分水果连锁店便开始陆续推
出每斤1.28元至1.38元不等的
活动价格，直至本周降至每斤
仅售0.99元。这也意味着，这一
夏季最常见的水果售价最高
降幅超50%。

而值得一提的是，从8月初
开始出现降价的， 不仅仅是西
瓜这一单品。 在绿叶水果星沙
批发店内， 三湘都市报记者也
看到， 售价曾一度高达每斤
59.8元的高端水果阳光玫瑰青
提，也降至每斤49.8元，会员价
46.8元。

在家乐福芙蓉广场店内，
梨、 苹果等价格也较亲民，每
斤3.98元的水晶皇冠梨、 每斤
9.9元的红富士苹果，个位数的
售价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苹
果、梨子的价格较六七月时有
小幅下降，选购它们的消费者
相对此前也多了一些。” 该店
店员表示。

价格监测
8月上旬蔬菜售价也出现回落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的相关数据显示，8月上旬，我
国苹果、橙子、梨、西瓜和香蕉5
种水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6.0
元， 较7月上旬相比下跌6.7%。
其中，西瓜、梨价格降幅较大，分
别下降19.3%、20.3%。

除了颇受关注的水果价格，
蔬菜售价也出现回落。 数据显
示，8月上旬，15种蔬菜平均零
售价格回落到每斤3.02元， 比2
月中旬高点下降28.6%。 其中，
黄瓜、圆白菜、西红柿价格降幅
较大，分别同比下降12%、9.2%、
8.4%。

对此，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随着后期水果， 蔬菜价格的回
落， 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保持
基本稳定。

供求影响
新果大量上市价格还将回落

作为苹果、梨、西瓜的出产
大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低廉
的价格一直是国内消费者挺自
豪的事。而在今年六七月，上述
水果的价格却一反常态出现上
涨，同品类的部分单斤售价最高
涨至二三十元，进而引发关注。

为何苹果、梨等水果的售价
较往年同期出现了上涨？绿叶水
果总经理唐红在接受三湘都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苹果、梨的
价格在近期出现的阶段性上涨，
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不均导致。

他介绍，苹果、梨的产品特
点为季产年销，即头年10月上市
的果子最长会一直卖到第二年9
月，“如果这一季水果受天气的
影响出现减产，那么产品整年的
价格都将受到影响。”

而以香梨为例，去年初该品
类开花做果时，产地库尔勒出现
了大面积霜冻，进而导致了梨花
被冻死未能结果，这也直接导致
了该品类的减产。

唐红预计，虽然固定品类的
水果减产会影响售价，但随着新
一季苹果、梨的上市，上述水果
的市场售价将出现回落。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本报8月13日讯 8月13日，
阿里健康宣布，为期半个月的第
四季“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
动开启，包括长沙在内的国内32
个城市的居民，在家就能一键预
约快递小哥免费上门回收过期
药品。

作为家庭常见的有害垃
圾之一，过期药如何处理一直
是个大难题，乱丢会严重污染
环境，还可能让自然界出现耐
药菌， 如果流入不法药贩手

中，更将产生难以预计的严重后
果。记者了解到，老百姓大药房、
益丰大药房等多家连锁药店此
前已连续多年联合广药白云山
在长沙举办过期药品公益回收
活动，但主要是线下活动，需要
居民携带过期药品去到指定药
店， 因此活动辐射范围有限。而
此次阿里健康推出的模式，将极
大地方便市民，吸引更多的人参
与活动。

■记者 潘显璇

过期药别乱扔,可一键预约回收

进入8月，湖南市场苹果、西瓜、梨等水果价格开始大幅回落

新果大量上市，“水果自由”轻松尝鲜

问答

根据有关规定，交
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 建立鲜活农产品运
输信用体系， 鼓励诚实
守信、合法运输。

具体内容是： 对一
年内混装不符合规定品
种（或物品）超过3次或
者经查验属于假冒的鲜
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将
记入“黑名单”，在一年
内不得享受任何车辆通
行费减免政策， 并将有
关失信记录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外公
开； 对信用记录良好的
车辆， 将逐步降低查验
频次， 不断提高其通行
效率。

对假冒鲜活农产
品运输等失信车
辆如何惩戒？

“整车” 是指所载鲜活农产品应占车辆核
定载质量或者车厢容积的80%以上，且没有与
非鲜活农产品混装等行为

“合法” 是指车货总重和外廓尺寸均未超
过国家规定的最大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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