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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据出炉 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

中国经济“秋季报”宏观指标很合理

来自丹江口水源地的武当蜜桔——

嘴里甜，心里亲

2021年3月以来，我国南、北方省份流
感活动高于2020年同期水平，且9月以来
南方省份流感活动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
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出现叠加流行的风险依然存在，防
控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

为此，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关于
做好2021—2022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2021—2022年流
行季流感防控工作。为什么要接种流感
疫苗？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有哪
些？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是否能同
时接种？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为什么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表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
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为匹配不断变
异的流感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在多数季节
推荐的流感疫苗组份会更新一个或多个
毒株，疫苗毒株与前一个流行季完全相同
的情况也存在。为保证接种人群得到最
大程度保护，即使流感疫苗组份与前一个

流行季完全相同，考虑到多数接种者的免疫
力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流感疫苗还是需
要每年接种。

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有哪些？

通知要求有序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提出各地要依据中国疾控中心印发的《中国
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1—2022）》，
按照优先顺序对医务人员，大型活动参加人
员和保障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
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托幼
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60岁及
以上的居家老年人、6月龄—5岁儿童、慢性
病患者等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上述人群实施免费接种，
提升流感疫苗接种率，降低流感聚集性疫情
的发生。

与新冠病毒疫苗是否能同时接种？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
苗同时接种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影响的研究
仍在进行，参照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第一版）》，原则上建议流感疫苗与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

具体情况分为：可在接种流感疫苗14天

以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或者在完成新冠病
毒疫苗全程接种程序14天后接种流感疫苗；
或者在两剂新冠病毒疫苗之间接种流感疫
苗，即在接种第1剂次新冠病毒疫苗14天后
接种流感疫苗，再间隔14天后接种第2剂次
新冠病毒疫苗。

专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选择两剂新冠
病毒疫苗之间接种流感疫苗，需遵循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剂次和间隔的要求。

还有哪些防护措施可以预防流感？

专家表示，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
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包
括：戴口罩；勤洗手；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
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出现流感症状后，咳嗽、
打喷嚏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然后洗手；尽
量避免接触眼睛、鼻或口。

此外，家庭成员出现流感患者时，要尽量
避免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家中有老人与慢性
病患者时。当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儿去医
院就诊时，应同时做好患儿及自身的防护（如
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学校、托幼机构等
集体单位中出现流感样病例时，患者应居家
休息，减少疾病传播。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据新华社福州10月18日电（记者 王成）17日，福建泉州
法院对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涉及的杨金锵等13名被告人
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企业印
章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行贿罪一案以及7起职务犯罪案
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2020年3月7日，位于泉州市鲤城区的欣佳酒店所在建
筑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50人不同程度受伤。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危害结果及认罪悔罪表现
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对杨金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伪造国家
机关证件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对其余12名同案被告人分别判处十三年
至二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并处罚金。
对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原副局长张汉辉等7名被告人以受贿
等罪分别判处六年八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记者 兰天鸣）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18日对被告人郭美美、汪邹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
案依法进行公开宣判。该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
告人郭美美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据公诉机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美美、汪邹
雅分别自2021年1月和2021年2月起，在明知上家赵某（另案处
理）处所销售的减肥糖可能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的情况下，仍各自
以每盒699元等单价对外销售。至案发，被告人郭美美销售减肥
糖100余盒，收款7万余元。其间，被告人郭美美还帮助被告人汪
邹雅向赵某订货、付款，共同销售减肥糖4盒，收款2796元。案发
后，公安机关从查获的涉案减肥糖中检出西布曲明成分。

■ 本报记者 万力闻 摄影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戴涛

数十辆满载蜜桔的大型货车依次排开，满眼亮丽欲滴的
橙色，以鲜明的色彩，昭告着丰收的喜悦欢欣。丹江口市第
八届“库区情·桔乡行”武当蜜桔推介会暨农民丰收节在该市
旅游港拉开帷幕之际，昨日上午，武当蜜桔推介会的外销发
车仪式热闹非凡，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内
蒙古等地的数十位客商早早等候，据悉，经过24小时的运输，
当地最新采摘的蜜桔将出现在天津的各大蔬果市场。

丹江口市地处鄂西北、汉江中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核
心水源区和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建设所在地，丹江口市先后
两次移民，多次搬迁，为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和工程建设做出
了巨大的牺牲。作为10万名丹江口二期移民中一员，40岁的
王传江如今以种蜜桔为生，还是宣传水库防污知识的志愿
者，他指着一望无际的辽阔水面告诉记者，十多年前他结婚
时举债20万元盖的两层6间房的家与赖以生活的20亩种植
小麦的农田，如今已和均州古城一起淹没在了100多米的江
水下。“我们生活的地理位置特殊，为了北京和天津人民喝上
好水，知道要奉献，所以有思想准备！”如今这位朴实的农家
汉子通过国家补贴和自己的积蓄，又盖起了一座两层楼的
家，还与妻子承包了20多亩的果园，为了保护水质，近年来使
用保护污染的高端有机肥料，虽然成本较高，但桔子的品质
和产量都有了飞跃式提升。夫妻俩不仅种武当蜜桔，还选种
了柑桔、砂糖桔和柚子，年收入比移民前多了至少一万多元。

从丹江口市前往习家店镇的公路上，远处湖景薄雾飘
渺，山影重重。一辆辆装满蜜桔的货车从身边驶过，当地每
年9月到11月是武当蜜桔的丰收旺销季。丹江口市宣传部负
责人周玉娟介绍，丹江口水库水资源丰富可靠，堪称“世界最
大的自来水厂”；全市把保护水质作为最大政治责任，先后实
施了“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清水行动”“五河治理”、湖
库拆围清零、全水域退捕禁捕、“三大禁燃区”划定等重大生
态环保行动，为了发展经济，丹江口市现有基地面积26.7万
亩，武当蜜桔产量达3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6亿元，惠及全市
三分之一以上农民，近10万农民依此为生，已成为全市面积
最大、产量最多，最具发展优势的农业主导产业。
“武当蜜桔酸甜可口，没核，水份大，很合咱天津人的口

味儿，按照分级后的批发售价到了当地镇上就能增长几倍，
我非常看好咱天津市场！”王涛是天津销售商，有着十余年的
蔬果批发经验，在活动现场正操着一口天津话，帮着果农从
货车上卸蜜桔。

为什么要接种流感疫苗？能否同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聚焦《关于做好2021—2022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

GDP回落，怎么看？

数据显示，今年一、二、三季度，我国
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18.3%、7.9%、4.9%。
经济增速逐季放缓，怎么看？

业内人士指出，受基数影响，我国全
年经济增速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
“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险挑战

增多，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恢复
势头有所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
行，国内部分地区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
冲击，经济转型调整压力有所显现。”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付凌晖说。

付凌晖指出，前三季度主要宏观指标
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基本稳定，民生继续
改善，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质量效益持续
提升，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
了良好基础。

投资增速“前高后低”，后势如何？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
落至7.3%，两年平均增速回落至3.8%。值
得注意的是，同期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18.7%。教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0.4%和 31.4%，快于全部投资增长，补短
板成效明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
说，投资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拉动技术
需求和推动结构变化不可或缺的经济因
素，投资数据增减变化表明，当前关键要
抓住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契机，在经济回报
率高和未来有前途的领域增加投资，为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
司长吕文斌日前表示，投资仍然具备保持

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一步将从聚焦重点领
域、加强资金保障、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
着手稳投资。

消费有所回暖，哪些领域升温快？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4.8%，比上半
年提高3.1个百分点。同期限额以上单位
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
用品类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41.6%、28.6%、2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认为，消费有所回暖说明我国稳
住大宗和重点消费、促进新型消费等政
策效果初步显现。此外，就业稳定、收入
增加、疫情防控稳定都利于提升居民的
消费意愿。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
静文说，从央行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来看，选择“更多储蓄”的比重较二季度上
升，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还需发力。

外贸连续5个季度正增长，后

劲足吗？

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2.7%，连
续5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也要看到，
当前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不
少。海运费用高企、集装箱“一箱难求”、
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疫情起伏不定等压
力仍然较大。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
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稳外贸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新业态新
模式动能强劲，外贸量稳质升的发展态势

有较好支撑。考虑到2020年外贸高基数的
影响，四季度进出口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
我国外贸总体向好趋势不会改变，全年仍有
望实现较快增长。

大宗商品涨价加剧上下游物价

“剪刀差”，企业如何解压？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0.6%，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大幅上涨6.7%。从9月
看，CPI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
个百分点，而PPI同比上涨10.7%，涨幅再创
新高。CPI与PPI“剪刀差”继续扩大。

一个关系居民生活成本，一个关系企业
生产成本，这表明消费市场价格总体稳定，
但中下游企业发展可能面临一定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研究室副主任杨光普说，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持续高涨等助推PPI上涨，但这是阶段性的，
PPI有望于今年底明年初达峰后逐月回落。
建议企业做好用能、用工、库存以及投资计
划，确保今年底明年初生产经营有序衔接。

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95%，

稳就业动力何来？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5%；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5.2%，低于全年5.5%左右的预期目
标。值得一提的是，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
村劳动力总量18303万人，同比增长2%，规
模基本恢复至疫情前同期水平。

付凌晖表示，就业优先政策持续显效，
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得到改
善，带动城镇调查失业率稳中有降。三季
度，青年人失业率总体回落。平台经济、灵
活就业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

择。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带动新就业岗
位增加。今年以来，直播带货、网络购物快速
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增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院长杨志勇看来，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
矛盾依然存在，部分行业正处于调整阶段，
部分地区存在缺工现象。下一阶段应继续
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
有效衔接。

能源供应偏紧，对经济影响可控吗？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拉闸限电反映出能
源供应偏紧。但9月份数据显示，我国发电
67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增速比上月
加快4.7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工业主要
能源产品中，除原煤生产略有下降外，油、气、
电均保持增长。
“从9月份情况看，电力生产增速有所加

快。总的看，能源供应偏紧是阶段性的，对经
济的影响可控。”付凌晖说，近期国务院常务
会议对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能源供应
作出了进一步部署，随着相关措施逐步落地
见效，煤炭、电力供应偏紧的状况将会得到缓
解，对经济运行的制约也会降低。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增收能否持续？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65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7%，
两年平均增长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946元，实
际增长 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26元，实际增长11.2%。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高出2

个多百分点，说明城乡收入水平进一步缩小，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经济持续恢复，企业
效益改善，就业总体稳定，带动居民增收。促
进共同富裕等相关部署的深入推进，将给居
民增收带来更大可能。

楼市持续降温，房地产市场如何稳？

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4.6%，比前8个月回落
1.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7.2%，比前8个月回落
0.5个百分点。7、8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
价涨幅整体趋于回落。
“前三季度，房地产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

4.8%，比上半年回落了1.3个百分点，总的看
对经济增速影响有限。”付凌晖说，今年以来，
通过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房地产投
资、销售和房价逐步趋于稳定。

付凌晖表示，下一阶段，随着多主体供
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住房制度不断完
善，市场主体趋于理性，房地产市场有望保持
平稳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一审宣判

判处主犯有期徒刑二十年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郭美美“二进宫”获刑两年半

国家统计局18
日发布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前三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8231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比上半年两年
平均增速回落0.1个
百分点。

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内外环境，如何
看待这份“成绩单”？ 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内的一家商店选购文创产品。 新华社发

聚焦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西安10月18日电（记者 蔺
娟）记者从18日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外地一旅行团一行7人在西安市核酸检测
均阳性，西安市已全面开展排查管控，截
至10月18日8时，已采样33777人，20481
人检测阴性，其余结果待出。

经临床检测和省、市专家组会诊，7人
中，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6人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其中，2人为轻型，4人为普通型）。

西安市

全面开展排查管控

上海市

累计筛查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记者 龚

雯）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8日发布信息，陕西当日通报离沪赴甘
肃、内蒙古、陕西等地旅游人员，6人为确
诊病例，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5例为17日陕西发布的2名核酸检
测结果阳性人员在外地的同行密切接触
者。截至18日10时，累计筛查在沪相关人员
308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排查相
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277件，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相关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甘肃三地

首轮检测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兰州10月18日电（记者 梁

军 范培珅）记者18日从多方获悉，甘肃省
嘉峪关市、张掖市、酒泉市金塔县对在陕
西省西安市确诊的2名游客在当地的密切
接触者进行了摸排，重点人群和环境样本
首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嘉峪关市当
日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17日宣布暂时
关闭，具体开放时间待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18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张
恒的处罚结果。张恒作为郑爽参演《倩女幽魂》的经纪人，帮
助郑爽掩盖“天价片酬”，规避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逃避履行纳
税义务，被依法处以3227万元罚款。

上海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
定，张恒通过策划组织、沟通接洽、具体操作等行为，帮助郑爽
偷逃税款，影响恶劣，同时考虑张恒是郑爽偷逃税案件的举报
人之一等有关情节，依法对其处以郑爽在《倩女幽魂》项目中
偷税额（4302.7万元）0.75倍的罚款，计3227万元。

经纪人张恒帮助郑爽掩盖“天价片酬”

被依法处以3227万元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