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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11 月 13 日下午，记者来到牛角
湾村，刚和村干部开完碰头会的王清
辉，与村支书周文良、卫健专干喻建红
3人骑着悬挂有“为人民服务”标牌的单
车哼着歌曲迎面而来。

43 岁的王清辉是湖南长沙宁乡市
灰汤镇政府干部，联系牛角湾村。他给
自己定下了“每月到村里不少于20天，
没特殊原因每天走村入户听民声、解民
困”的工作目标。“跟我们到老乡家串门
去吧。”他邀请记者一起去村里看看。

“叮铃铃……”单车穿行在田间屋
场，清脆的铃声传进了牛角湾村3组一
户农家小院，主人唐金龙探出头来，看
见熟悉的人影瞬间笑开了花，“清辉，快
进屋来喝杯茶！有事找你呢！”

支好单车，落座小院。热情洋溢的招
呼，热气腾腾的大碗茶，小院顿时热乎
起来。

“金龙兄弟，村里准备在路边栽100
棵樱花树，这个月 26 号就从长沙运过
来，你能不能组织本组村民赶早把树坑
挖好？”王清辉拍着唐金龙的肩膀商
量道。

“放心啰！这是给村里办好事，大
伙会支持的！樱花树一栽起来，村子就
更漂亮啦。”唐金龙拍了胸脯。

“今年的葡萄收成怎么样？施肥
进展如何？明年要不要扩大种植规
模……”笑语欢声很快溢满小院。

“讲实话，以前干部开车下乡，一溜
烟来，一溜烟走，围着大马路转，隔着黑
玻璃看，老百姓有什么事都不敢给他们
讲。如今，“单车干部”下乡，老百姓看
得见影，认得清人，喊得应声。”唐金龙
说，这样老百姓就愿意掏心窝子，也都
能说到一块、干到一起。

唐金龙的认可让当了 37 年村干部
的周文良很欣慰。“我20多岁那会儿当村干部时，骑着单车走村串
户，上门收农业税、指导秋收等，那时候路不平山难爬，经常会汗流浃
背、裤脚沾泥，但老百姓看得见、喊得应、追得上。现在条件好了，但
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不能丢。”周文良认为，农村工作并
不要求事事赶时间，骑自行车速度虽然慢，但可以一路上留心农田田
间管理、村里的卫生死角、多出来的违章建筑等。单车一支，在田间
地头随时可以停下来与农民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单车干部”哼着歌
曲又出发了。“6组那边好多鸡在油菜田里啄苗呢，赶都赶不走。”田
间的村民停下手中的活计向“单车干部”反映。“那是6组的百亩连片
油菜苗，得赶紧去找坤阿公。”

连续几个陡坡，3人早已汗流浃背。自行车还没停稳，坤阿公就
牵着坤阿婆来迎接了。

“一听就晓得是你们。跟你们讲咯，油菜苗长得喜人，半个月的
苗长得差不多这么高了。”75岁的坤阿公是6组的村民小组长，他用
手比划了一个10厘米的长度，迫不及待地跟“单车干部”报喜。

“那好啊，油菜苗长得好，油菜籽才产量高。但村民反映有放养
的鸡在啄油菜苗，您老知道是哪几户村民家的鸡吗？我们得挨家挨
户去做工作，目前油菜正长苗，鸡得圈养。”王清辉说。

“辉伢崽，你放心，村民会支持的。”坤阿公说，干部下乡，四轮变
两轮，随时行、随时停，看得见问题，听得到建议，老百姓理有处讲，怨
有处诉，难事有人帮，对干部也就真了心，老百姓说，老一辈党员干部
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下转第二版）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10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较
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从今年整体
情况看，前10月同比增长8.1%，增速
比前9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对这一数据变化，商务部市场运
行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十一”期间举
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居民
休闲、旅游、文娱等服务消费明显增
加，购物活动相对减少，加之汽车销售
阶段性低迷，影响了当月增速，预计后
期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看波动——
增长仍在合理区间，结

构出现优化升级

“月度小幅波动属于一种正常的
现象”，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今
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围绕
8%左右的增速上下波动，“总体上保
持了较为平稳的走势”。

谈到 10 月份消费增速回落的情
况时赵萍指出，短期波动主要受两方
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汽车零售额的持
续下降影响了消费增速，“如果不考虑
汽车零售额，消费增速仍旧保持在
9.1%”。二是“双 11”促销活动对 10
月份消费产生了影响。

赵萍表示，10月份的消费数据呈
现出两方面明显特点。一是通信类产
品的消费再次回到高增长的通道。
10 月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零售额
同比增长 22.9%，较上月加快 14.5 个
百分点。二是因为国庆假期等节庆因
素，促使服务消费保持较高增速。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
张敏指出，10 月份市场销售增速放
缓主要受“双 11”虹吸效应等短期因
素影响。剔除此因素影响，10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上月基
本持平。

看需求——
进口货物买买买，网购

增长快快快

在不久前闭幕的第二届进博会
上，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采购商到
会洽谈采购，共达成意向采购 711.3
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这表明国
内市场的消费需求依然非常旺盛。”赵
萍指出，随着我国积极扩大进口政策
的逐步落地，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世
界各国特色优质产品的需求将会得到
进一步释放。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我国进口消费品占到进口总额的比
重为 9.7%，而发达国家消费品进口
占进口额比重往往会在40%以上，从
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消费品进口
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升
级的角度来说，我国对世界各国特色
优质产品的需求增长潜力仍然非常
巨大。”赵萍说。

网络零售快速增长是目前我国消
费市场比较突出的特点。商务大数据
监测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显示，
今年11月1日到11日，全国网络零售
额超过了 8700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7%。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再创新
高。“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应
用将会出现巨大的飞跃，物与物的联
通将进一步提升购物体验，会使网上
消费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高。”赵萍认
为，消费的体验将更加多元化、立体
化，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通过网上
平台进行消费。

看预期——
就业稳“荷包满满”，消

费增“信心足足”

今年以来，多重因素支撑我国消费
潜力持续释放，这也为全年消费市场平
稳运行奠定了基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日前
表示，今年的就业形势比较稳定，就业形
势的稳定带来了收入的稳定增加，从而
为消费的提质扩容奠定了基础，提供了
条件。今年前10个月，实物商品零售保
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同时前10个月，服
务消费额增速持续在10%以上，保持了
比较快的增长。

同时，消费价格虽然涨幅扩大，但
核心 CPI 仍保持稳定。10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3.8%，涨幅比

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
格上涨影响 CPI 上涨约 2.43 个百分
点。其他食品的价格，包括粮油价
格是比较稳定的，前期涨幅比较大
的鲜果鲜菜同比价格还出现了下
降。从整体上来看，10 月份的核心
CPI 为 1.5%，与上个月持平。前 10
月核心 CPI 是 1.7%，与前三季度也
是持平的。而且 1 月份至 10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6%，仍然控制在年
初预期目标之内。

谈到消费市场接下来走势时，赵
萍指出，预计今年消费市场总体会保
持较为平稳的态势，以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为代表的商品消费增速将会
保持在 8%左右，消费结构升级步伐
不断加快，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
势，消费能力也会呈现持续稳步提高
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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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全文见二版）

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
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

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
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
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
更加有效发挥。

总体要求

□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

□ 严格规范证据标准

□ 强化案件执行措施

□ 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

强化制度约束

□ 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

□ 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

□ 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

□ 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

健全涉外沟通机制

消费保持平稳增长，要看哪些指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利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定就业
岗位，是中央“稳就业”方针的重要举措。
设立失业保险基金，初衷是为了保障失业
者基本生活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
和就业压力增大，失业保险金的用途进一
步扩展，特别是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稳了，就业才能稳。此前，国家在
加大稳岗支持力度方面，已针对所有参保
企业出台了普惠支持并长期实施的相关政
策。今年，又出台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对面临暂时性生

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少裁
员的参保企业给予特惠支持。这是支持企
业稳岗、稳就业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惠企利
民的好政策，也是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具
体体现，可以说是把资金用在了刀刃上。

从目前看，失业保险基金总体运行较
为平稳，有能力利用结余基金返还的方式
来为企业减负。但落实这项政策，还有很
多具体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
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企业的实际
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加大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此次企业稳

岗返还涉及资金数额较大，为防止出现骗
取或套取资金、权力寻租等风险，需要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严格审查审核，对享受扶持
政策企业的补贴资金使用、用工、参保等情
况进行重点核查，确保资金投向精准，实现
就业精准帮扶。此外，要采取多种形式，全
面宣传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和促
进就业三大功能的作用，并加大失业保险
援企稳岗政策效果的宣传力度，以提高用
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的积极性。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感谢稳岗返还政策，这对我们企业来
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安徽环新集团工会副
主席吴镇海说。

作为世界最大的汽油机缸套生产基
地，安徽环新集团有员工4000多人，是安
庆市吸纳就业的大户。受经济下行压力和
行业不景气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一定

困难。今年，安徽环新集团享受到了3156万
元稳岗补贴资金。“利用稳岗返还资金，我们
开展了车工、钳工、铸造等三个工种共400多
人的技能提升培训，对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冷却系统及电池包总成、自动变速箱壳
体两个项目的运行，对集团加快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吴镇海
告诉记者。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安庆市扎实推进失业保险费返还
工作，对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履行稳就业
责任良好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 60%。同时，对面临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重点企业（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资金
确定为 6 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依据企业上
年度月均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一次
性发放。

今年前三季度，安庆市共有1201家企业
享受援企稳岗返还资金2.76亿元，惠及职工
15 万余人，其中131 家重点企业（困难企业）
获得稳岗返还资金2.518亿元。安庆市人社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稳岗返还补贴用于缴纳
社会保险费以及职工生活补助、转岗培训、技
能提升培训等支出，既促进企业稳岗，又进一
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填写了申请表、递交了承诺书，仅一周
时间资金就到账了，手续十分简便，政府真是
为我们企业着想啊！”谈起这次稳岗返还政策

兑现，安徽华茂集团人事劳资处负责人陆吉
难掩喜悦。

为了让利好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安庆市
简化办事程序，变“服务对象找我”为“我找
服务对象”。安庆市出台规定，明确普惠制
失业保险费返还服务实行网络申报，后台审
核，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工作。审核
过程中，凡是此前已提交的材料均不得要求
服务对象再次提交，凡是系统能提取的信息
不得要求再次填写。同时，该市人社部门通
过大数据，主动向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报的
企业推送申报提示。据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安庆市全市共有1070 家企业享受了普
惠制失业保险费返还 2460 多万元，同比增
加289家，惠及职工人数增加3万余人，政策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人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
至9月，全国共返还失业保险费275亿元，惠
及企业75万户、职工3993万人。记者了解
到，目前，各地均已出台本地区困难企业认定
标准和审核流程的文件，多数省份明确受到
外部环境影响、出现亏损或者进出口额、利润
率等指标下降达到一定幅度的企业可以享受
政策支持，并将需要出清的“僵尸企业”和严
重失信企业排除在外，确保资金投向的精准
性。同时，为确保资金安全，各地普遍建立了
由财政、工信、发改、商务、税务等多部门共同
参与，联合会审的工作机制，各部门分工合
作，各负其责，共同推动政策落地。

（更多报道见第五版）

把失业保险基金花在“稳就业”这个刀刃上
李长安

稳岗补贴频落地 帮扶企业添动力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这是11月23日在博览会秋季展上拍摄的法国馆。11月13日至27日，2019中
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秋季展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本届展会以“世界商品，义乌
采购”为主题，共有来自俄罗斯、英国、印度等5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企业参
展，产品涵盖家居生活、母婴用品、食品等。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