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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累计批准认证机构 81
2家
颁发有效认证证书 282.
2万张
新 华 社 北 京 6月 9日 电（记 者
赵文君）6月 9日是“世界认可日”。
截至今年 6月 1日，我国累计批准认
证机构 812家，颁发有效认证证书
282.
2万张，
获证组织 82.
9万家。
这是记者 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的。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
司长刘卫军介绍，围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了质量认证惠民生等一系列行动。
在完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体系

方面，将绿色建材、快递包装等纳入
绿色标识体系。积极引导各地运用
有机产品认证手段，发展有机特色产
业。我国有绿色产品获证企业 1000
多家，证书 1万多份，涵盖家电、建
材、家具、纺织品等产品领域。全国
有 1.
4万家企业获得 2.
26万张有机
产品认证证书。
加大粮油食品、
家居、
服饰、
家电、
汽车、
物业服务等领域商品售后服务认
证，
提升售后服务水平，
提高消费者满

意度。目前，
我国商品售后服务认证证
书达 2.
2万张，获证企业约 2万家，较
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40%和35%。
加强与电商平台信息对接，保护
消费者健康安全。今年 1月 1日至 6
月 1日，阿里、京东、苏宁、唯品会、拼
多多等 5家电商平台通过市场监管
总局“云桥”系统，进行 CCC认证证
书的联网核查共计 3487万余次，涉
及商家 232万余家，因无证或者证书
失效原因下架商品 24万余件。

5月 CPI
同比上涨 1.
3%
新 华 社 北 京 6月 9日 电（记 者
魏玉坤 邹多为）国家统计局 9日发
布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
）同比上涨 1.
3%。
5月 份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0.
3%，非食品价格上涨 1.
6%；消费品
价格上涨 1.
6%，服务价格上涨 0.
9%；
城市上涨 1.
4%，农村上涨 1.
1%。1
至 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
年同期上涨 0.
4%。
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
降 0.
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
7%，
非食品价格上涨 0.
2%；
消费品价格下
降 0.
4%，
服务价格上涨 0.
2%；
城市下
降0.
1%，
农村下降0.
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董莉娟表示，据测算，在 5月份 1.
3%
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
影响约为 0.
7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0.
6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0.
6个百
分点，
比上月回落0.
2个百分点。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强化治理机制运行规范性

《准则》共11章117条，
包括总则、
党的领导、
股东与股东大会、
董事与董
事会、
监事与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
利益
相关者与社会责任、
激励约束机制、
信
息披露、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附则。
《准则》明确了各治理主体的职
责，强化了治理机制运行的规范性，
重点包括：明确股东的权利义务、股
东大会的职权、股东大会会议及表决
等相关规则；强调董事特别是独立董
事的选任、职责及履职保障，明确董
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及
会议表决等要求；规范监事选任履职
及监事会、高管层的设置和运行；要
求银行保险机构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与机制，加强风险
管理与内部控制及内外部审计。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准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

新华社上海 6月 9日电（记者 桑
彤）9日，A股市场窄幅波动，周期股
行情重启。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76.
80点开
盘 ，全 天 窄 幅 震 荡 ，最 终 收 报
3591.
40点 ，较前一交 易 日涨 11.
29
点，
涨幅为 0.
32%。
深证成指收报 14718.
40点，涨
1.
42点，涨幅为 0.
01%。创业板指数
跌 0.
03%，收报 3207.
63点。
科 创 50 指 数 涨 0.
58% 至
1427.
32点。
沪 深 两 市 个 股 涨 多 跌 少 ，约
2100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
两市逾 5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植物蛋白、甲醇
概念、能源加工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3%；民爆、定制家居、生物安全跌幅
居前，
跌幅均逾 2%。

太太乐527
“爱妻节”
：
由造节打造 I
P
品牌有了新玩法
◆6月 9日，
工作人员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整理商品。 新华社发（李昊摄）
0.
9%，
涨幅比上月扩大0.
2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5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
同比上涨 9.
0%，环比上涨 1.
6%；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2.
5%，环
比上涨 1.
9%。1至 5月平均，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4.
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5.
9%。

银保监会要求：
银行保险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银保监会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
公 司 治 理 准 则》，自 印 发 之 日 起 施
行。业内人士表示，
《准则》有利于健
全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
步提升公司治理科学性和有效性，推
动银行业保险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促进金融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A股市场窄幅波动
周期股行情重启

业银行、
保险公司，
包括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
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
资银行、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
财产保
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公司。
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
保险机构及中国银保监会负责监管的
其他金融机构参照适用。

为实施差异化监管预留空间
上述负责人介绍，
《准则》在为银
行业保险业提供共同遵循的公司治
理基础制度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不同
类型银行保险机构的差异性，为实施
差异化监管预留了空间。
从机构组织形式看，
《准则》适用
于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保
险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银行保
险机构以及银保监会监管的其他金
融机构参照适用。从条文内容看，在
条款设计上，针对行业特点予以区
分，有的条款仅适用于商业银行，例
如，商业银行股东授信逾期的，应限
制其相关股东权利；有的条款仅适用
于保险公司，例如，保险公司董事会
应当根据监管要求设立资产负债管
理委员会。从监管导向看，
《准则》第
七条设专门条款规定：监管机构可以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的不同类型及特

点，对其公司治理开展差异化监管。
下一步，银保监会还将推动针对不同
类型银行保险机构制定差异化监管
的有关细则，进一步提升银行保险机
构公司治理水平。
该负责人说，
《准则》设置了专门
章节规范独立董事履职及保障机制，
并突出强调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专
业性要求。例如，已经提名非独立董
事的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得再提名独
立董事；为保障独立董事有足够时间
和精力有效履行职责，明确一名自然
人最多同时在五家境内外企业担任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因故不能亲自出
席董事会的，不能委托非独立董事代
为出席；对独立董事在一家银行保险
机构累计任职时间进行了限定，以避
免因任职时间过长影响其独立性。
《准则》借鉴国际公司治理良好实践，
创新了独立董事会议机制，银行保险
机构独立董事可以推选一名独立董
事，负责召集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专门
会议，研究履职相关问题。在外部监
事相关规则上，
《准则》明确了外部监
事的定义，并明确银行保险机构监事
会成员中，外部监事的比例不得低于
三分之一，以更好地发挥外部监事的
作用。
据中国银保监会网站

从传统营销中脱颖而出的传统调
味品太太乐，
今年52“
7爱妻节”
将节日
营销点锁定在用户最珍贵、
最在乎、
也
最需要的情感要素上，让消费者充满
新鲜感，其影响力毫不逊色于各大电
商，成为造节中一道靓丽风景线。
随着消费时代的升级和消费群
体的年轻化，消费有了更多超越物质
需求的内涵，而造节成为企业满足现
代消费个性化需求的新机遇。527
“爱妻节”是太太乐从 2017年开始就
打造的品牌节日，今年则以“爱的味
道，让她尝到”
“做饭吧!
亲爱的”为主
题开展一系列活动，旨在呼唤“爱妻
从做一餐饭开始”，助力每一位老公
轻轻松松 get一手好厨艺，用烹饪来
展示对妻子的爱。太太乐则借此情
感洞察，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保持
在年轻群体中更持久的参与度。
今年的活动紧扣年轻群主流标
签——二次元和男团选秀，并将二者
实现创意结合;视频上线、抖音全民
挑战赛”引得网友跃跃欲试。这种融
产品特点、流行文化、烹饪场景、营销
创意于一体的新颖方式，顺应年轻消
费者的审美情趣，自带潮流话题度，
圈粉众多年轻用户，引发年轻群体情
感共鸣，让用户逐渐从观望者成为参
与者，强化用户黏性，推进节日 I
P化
的发展进程。
此次太太乐不仅营销点具有战
略性，营销人群更是有策略性。节日
由普遍消费者逐渐细分至年轻族群，
主题则精准定位到当下年轻情侣和
夫妻的生活变化，在造势之初找对情
感点，斩获年轻群体的天然好感。从
品牌造节到节日 I
P的形成，成为太
太乐品牌成功进阶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