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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CPI同比上涨2.5%，连续两个月处于“2区间”。PPI同比下降3.0%，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专家表示，

全年CPI和PPI将继续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不存在所谓的通胀或通缩风险。要灵活采用多种政策工具，维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引导资金切实流入实体经济、投入有效的生产领域，促进投资、消费与就业良性循环。

郑州市场探访：价格波动对生活影响有限
本报记者 杨子佩

6月份CPI环比略有下降，上半年CPI同比涨3.8%——

我国经济不存在通胀或通缩风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交通强国试点扩容

“智慧交通”成关键词
本报记者 齐 慧

试用期不给缴社保

可理直气壮说“不”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近日，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湖北省、河北省雄安新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至此，交通强国试点方案落地家数
增至9家。

2019年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随后公布了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即同意河北雄安新区、辽宁
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开展第一批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力争用1年至2年时间取得试点任务阶段性成
果，用3年至5年时间取得相对完善的系统性成果，打造一批先行先
试典型样板，并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广。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做好试点工作十分
重要。”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说，目前全国已经确定了两批34家试
点单位，包括省区市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大型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
机构，围绕“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
四大领域22个试点项目开展试点工作。下一步，还要滚动推进更多
试点项目。

据介绍，试点内容包括现代内河航运、“四好农村路”、“智慧交
通”、交通运输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多式联运等六
方面。此前，深圳、贵州、山东、辽宁、河南、湖南已分别开展了投
融资模式创新、高速铁路建设管理模式、“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多式联运发展等试点。

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交通运输部要求湖北省统
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
势、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农村公路建管养运体制，智慧公交、地铁、机场
建设，信用信息共享，长期地方债券使用和发行，内陆地区多式联运中
心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方案，六大方面的建设内容和路径都有了明
确规定，并提出了相应目标。例如，在现代内河航运建设方面，通过
1年至2年时间，完成兴隆至蔡甸2000吨级航道工程、兴隆枢纽
2000吨级二线船闸改扩建工程；通过3年至5年时间，三级及以上航
道里程达到2500公里。

此外，在目前已经公布的9个试点方案建设要点中，“智慧交
通”成为关键词之一。浙江、山东、贵州、雄安新区、湖北等试点方
案中均包含“智慧交通”。例如，“浙江方案”中提出“智慧高速公
路”；“山东方案”中提出“智慧港口”；“湖北方案”中提出“智慧港
口”“智慧公交”“智慧机场”等。

举例来说，河北省雄安新区试点打造智能出行城市的目标内容显
示，通过1年至3年时间，完成智能交通大脑总体框架和业务功能体
系顶层设计，出台《雄安新区交通大脑顶层设计及建设规划》，建成
交通大脑数据监测体系和建设服务评价体系，建成智慧出行服务平
台，建成容东智能交通管控平台，建成交通大数据中心暨综合监测和
辅助决策平台。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一些劳动者会遇到企业以各种理由拒绝缴纳
社保费的情形，导致自身权益受损。近日，人社部总结了五种用人单
位违规不缴纳社保费的情形。遇到这五种“坑”，劳动者可以理直气
壮地拒绝，还可以向社保部门投诉维权。

单位以试用期为由，不为员工缴纳社保，这合法吗？答案当然是
不合法！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失业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除了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个人不需
缴费外，其他三个险种，单位和个人按相关比例共同缴费。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
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因此，用人单位在员工试用期期间也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

一些公司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会要求员工出具一份书面承
诺，承诺书中写明：员工自愿放弃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公司
将社会保险费作为工资的组成部分，直接支付给员工。其实这也是不
合理且违法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并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这既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
利，也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应尽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者用人单位意
愿而免除，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新员工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由于人事变动的关系，人事档案
可能没有及时转入单位。这时有些单位会称因为没有收到档案所以无
法为员工缴纳社保，这是否合理？

实际上，人事档案并非缴纳社保所需条件，不能成为单位缓缴社
保的理由。《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
免。因此，员工没转档案，不能成为用人单位不缴社会保险的理由。

用人单位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缴纳社保，遇到这种情况
劳动者怎么办？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凭证包括工资支
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
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
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员工可以提供以上凭证，
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还有一些单位不给员工缴纳社保，但会给员工发一笔社保补助
费，用现金代替社保缴纳。根据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下
就社会保险费进行约定。由用人单位支付现金、员工个人自行办理社
保缴纳的做法并不可取。

上午气温还未达到一天的峰值，河南
郑州市民纷纷出门前往各大市场采购。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五州菜市场，各类新鲜
肉菜已摆上台面，等待顾客挑选。

“买了茼蒿、番茄等五六种菜，够吃
上两天。”市民薛女士刚退休，平日里买
菜做饭很拿手，“家离得近，我基本上每
次都来这里买，像我手里这一大兜子菜
买下来并未感觉比之前贵多少”。薛女
士提了提手里的布兜，向肉类商铺走去，

“再买只鸡中午炖个汤，鸡肉价格我记得
一直没什么变化”。

任登是一家主营丸子汤店的老板，每
天上午前来采购各类菜品成了他的必修
课。“饭店离得不远，来这里采购很方便，

今天还是买一些肉和大葱香菜之类的配
菜。”说起价格，任登表示近期菜价有所上
涨，“我采购的量大，感觉肉菜价格还是
涨了一些，特别是和去年这个时候的价格
相比。”

在离五州菜市场不远的一家烟酒店
里，市民李先生正在为一桩喜宴买酒。“我
买的这个算是中等品质白酒，大概300元
1瓶，准备先买上10箱左右。”李先生说，

“上个月朋友家办喜事也是用的这种酒，
价格没什么变化。”

在一家商场里，上午前来购物的顾
客还不是太多。市民邓先生一家四口正
在童装区域看衣服。“今天准备给两个孩
子买几件衣服。”邓先生笑着说，据他观

察服装价格长期都没什么变化，“我感觉
小孩子衣服的价格一直处在一个较高位
置上，基本上没有降过，不过我已经习
惯了。”

“现在买水果好，既新鲜也正是吃的
时候。”说话的是正在商场超市水果区域
购物的朱女士，“西瓜昨天刚买过很便
宜。今天来买点桃和葡萄。”朱女士说，自
己和家人夏日里很喜欢吃水果，最近价钱
又便宜，更要多买点，“今天买这么多已经
提不动了，明天再来买点别的”。

“虽是酷暑天气，但货物量价是可以
保持稳定的。”该超市一名负责人介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市场供需

恢复，“比如，猪肉价格去年上涨明显，
今年肉价则相对平稳，前段时间还有小
幅回落。”

中午时分，这家商场的餐饮区域迎
来了众多食客，他们有的已经开始点
餐、享用美食，有的还在挑选饭店。在
一些热门饭店门前，人们早已排起了长
队，不时还有外卖小哥匆忙取餐后迅速
前往目的地。

郑州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 6月初，郑州蔬菜价格正常波
动。据河南万邦农产品物流中心监测数
据显示，5月份最后一周与前一周相比，
29个蔬菜品种中有16个蔬菜品种价格上
涨，10个蔬菜品种价格下降。

国家统计局7月9日发布了6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6月份
CPI同比上涨2.5%，连续两个月处于“2区
间”；PPI同比下降3.0%，同比连续6个月
下跌。

专家表示，6月份随着复工复产、复市
复业继续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保供稳价系列政策措施，市场
运行总体平稳。展望全年，CPI和PPI将
继续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不存在所谓的通
胀或通缩风险。

暴雨洪涝扰动蔬菜供给

6月份，CPI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
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2
区间”；同比涨幅较年初高点回落2.9个百
分点。

今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5.4%，创
下多年新高。进入3月份以来，CPI同比
涨幅渐次回落。受此影响，上半年CPI同
比上涨3.8%，与去年3.5%左右的物价调
控目标基本契合。

“随着复工复产、复市复业继续推进，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
供稳价系列政策措施，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
娟说。

6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1%，涨
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上
涨约2.2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
上涨81.6%，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上涨
18.5%和10.9%，涨幅与上月相比均变动
不大；水产品价格上涨4.8%，涨幅扩大1.1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4.2%，上月为下
降8.5%；鲜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下降29.0%
和15.8%，降幅分别扩大9.7个和1.3个百
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
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0.24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1.9%，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4.6%，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
别下降19.4%和21.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
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表示，根据测算，在6
月份2.5%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
的翘尾影响约为3.3个百分点，新涨价影
响约为-0.8个百分点，表明重要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工作措施得力，而且落实到位。

“上半年核心CPI运行稳定，表明宏
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动态平衡态
势良好，并未出现超预期的异常波动。”郭
丽岩说。

从环比看，6月份CPI下降0.1%，降幅
收窄0.7个百分点。郭丽岩表示，当前影响
CPI的主要因素依然是食品价格结构性波
动。从食品价格运行特征来看，前期疫情
影响已经基本消退，当前主要农副食品生
产和流通秩序良好，总体上市场有效供应
充足，洪水等自然灾害对个别食品的局地
价格产生了一些扰动性影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
建伟认为，从6月份物价看，市场整体需求
仍然偏弱，特别是旅游、文体娱乐、户外消
费等领域需求恢复仍然缓慢。

工业部门价格明显改善

6月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国内
制造业稳步恢复，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上
半年，PPI同比下降1.9%。其中，6月份当
月PPI同比下降3.0%，降幅比上月收窄
0.7个百分点。

在6月份PPI同比涨幅中，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下降4.2%，降幅收窄0.9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扩
大0.1个百分点。

在主要行业中，价格降幅均有所收
窄。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降
39.1%，收窄18.5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21.6%，收窄2.8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
格下降7.9%，收窄1.3个百分点；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5.1%，收
窄2.9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价格下降2.2%，收窄2.2个百分点。
此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9.3%，
降幅扩大0.5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6月份3.0%的同比降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2个
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8个百分点。

郭丽岩表示，随着国内工业领域复工
复产顺利推进，上游原材料库存加快消
化，价格已有回升基础。“6月石油开采环
节价格出现环比大幅反弹，相关石油化工
品环比价格都有不同幅度回升，使得PPI
总指数环比增速也已经由负转正，增长
0.4%，同比降幅开始收窄。”郭丽岩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
表示，6月份PPI同比缩窄，环比上升且连
续两个月改善，显示国内工业部门价格明
显改善。原因一方面是，国际商品价格改
善。5月份以来，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
悲观预期修正，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改善。
另一方面，国内工业复工复产，带动工业

品终端需求回暖。国内绝大部分经济活
动基本恢复正常，内需持续改善带动工业
品终端需求回暖。

全年经济有望平稳运行

总体来看，全年CPI和PPI将继续处
于合理运行区间，不存在所谓的通胀或通
缩风险。

郭丽岩分析说，下半年食品价格对
CPI上涨的支撑力将继续减缓，由于猪肉
价格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对比基数
提高意味着今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
幅会明显回落，由此带动下半年CPI继续
稳步回落。预计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
会进一步回升，主要大宗工业品价格的波
动中枢都将有所上移，从而给PPI筑底企
稳带来有力支撑。

“下半年消费者物价同比温和回落态
势未改。”周茂华预测，下半年，国内猪肉
供需缺口整体是逐步收窄的，夏季国内生
猪价格上涨整体有所趋缓；为避免猪肉价
格大幅上涨，国内适时尤其在节假日期间
增加冻猪肉投放稳肉价、稳预期。极端天
气可能继续对蔬菜生产、运输等环节构成
扰动，但由于下半年天气整体有利于蔬菜
生产，国内蔬菜种植技术及各地采取相应
措施保障果蔬调配、供应，果蔬供需整体
稳定仍将有保障。总的来看，CPI将延续
温和放缓走势。

周茂华表示，从PPI看，由于经济活
动基本恢复常态，叠加国内政策扶持，消
费者与投资者信心持续回暖，内需处于复
苏扩张轨道，下半年将有所加快。全球大
规模财政货币支持政策有助于推动国际
商品价格中枢小幅抬升，并带动我国工业
生产者价格逐步改善。

“下半年物价将处于较低水平，不存在
通胀压力，不是经济运行关注的重点。低
物价水平不会对宏观政策形成制约，而是
为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好空间。”唐建伟表
示，下半年货币政策重心是创新直达实体
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受疫情冲
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人群。面对企
业经营压力，扩内需措施需加力，特别要重
点聚焦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周茂华建议，下半年要防范资金脱实
向虚导致局部泡沫化风险积聚。具体看，要
根据宏观经济走势与市场情况，灵活采用多
种政策工具，维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
导资金切实流入实体经济、投入有效的生产
领域，促进投资、消费与就业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