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绍4月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付凌晖坦言，今年，受
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冲击明
显的超预期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
大。但他也表示，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国民经济有望企稳
回升，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基本面不变。

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由升转降

疫情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了全国工业发
展。工业方面，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2.9%，环比下降 7.08%，这
也是工业增加值单月同比增速今年内首次
下降。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4.0%，比 1至 3月份回落 2.5个
百分点。

虽然同比增速由升转降，但高技术制
造业仍然保持了增长。4 月，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1至3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556亿

元，同比增长8.5%。
服务业同样受到了疫情冲击。4 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6.1%。
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3%，比1至3月份回落2.2个百分点。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降11.1%

疫情多地暴发后，封控、限制堂食、物
流受限等防疫政策对消费造成了直接冲
击。反映至 4月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9483 亿元，同比下降 11.1%，环比下降
0.69%，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商品零售
26874亿元，同比下降9.7%；餐饮收入2609
亿元，下降22.7%。

1 至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142 亿元，同比下降 0.2%，按消费类型
分，商品零售124880亿元，同比增长0.4%；
餐饮收入 13262 亿元，下降 5.1%。物流受
限也导致一直逆势增长的网上零售增速有
所下降，1 至 4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38692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32887亿元，增长5.2%；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8%。

投资和进出口也一定程度受到了疫情
冲击。1至 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153544 亿元，同比增长 6.8%，比 1
至3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
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5%，制造业投资增
长 12.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7%。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39768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20.9%；商品房销售额 37789 亿元，下
降29.5%。此外，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
额 125799 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出
口 69674 亿元，增长 10.3%；进口 56125 亿
元，增长5.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

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就业、物价等民
生数据。受疫情冲击，4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6.1%，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
点，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1至4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7%。
具体来看，4月，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

业率为 5.7%；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6.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
为 6.6%。16 至 24 岁、25 至 59 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分别为 18.2%、5.3%。31 个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7%。全国企业就业
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2小时。

4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虽同比
涨幅有所扩大，但仍保持在温和上涨区
间。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6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 0.4%。分类别看，受百姓关注的鲜
果、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4.1%、24.0%，猪肉
价格同比下降 33.3%。1至 4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4%。

对于4月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出现同比
下降或涨幅回落，付凌晖坦言，4月疫情对经
济运行冲击较大。但他认为中国经济体量
大，抗风险冲击韧性强，经济稳中向好基本
面不变。随着长三角等地区疫情好转，5月
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或将有所改善。 赵语涵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在
其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演员聘用
合同示范文本(试行)》(下简称范本)，
范本使用说明中强调，全部演员的总
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
主要演员不超过演员总片酬的70%。

该范本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
准，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与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共同
制定。范本使用说明中强调：各方知
晓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国广播电影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演员委员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
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
的《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
比例的意见》要求，全部演员的总片
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
要演员不超过演员总片酬的 70%，其
他演员不低于演员总片酬的30%。

范本使用说明中明确，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要求，各方知晓并同意，演员
片酬等劳务合同须以本人名义采取书
面形式签订，不得为税后收入合同，不
得以近亲属或其他与演艺活动无关的
关联方个人名义签订咨询、策划等合

同分拆片酬。片酬等劳务收入，不得
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不得以股权、房
产、珠宝、字画、收藏品等变相支付报
酬形式隐匿收入，严格区分个人收入
和工作室经营所得、公司收入。演员
聘用合同书应列明演员经纪公司/演
员工作室与演员本人之间的酬金分配
以及对应合同义务等情况。

范本使用说明中还强调，各方应
严格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依
法纳税、代扣代缴义务等法定义务，
演员本人应按有关规定做好自行申
报纳税。各方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
规相关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合同相关条款若存在与国
家税收法律法规或国家税务总局相
关规定不一致的，以国家税收法律法
规或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为准。

此外，关于配音工作，范本中明
确，如演员方无法按照甲方要求(未能
按时配音或配音质量欠佳等)完成配音
工作的，演员方同意甲方有权为演员
方出演角色选择专业配音进行配音，
相应成本(如配音酬金、差旅、食宿)由
演员方承担，或在支付给演员方的片
酬中予以扣除。 高凯

５月１６日，由李玉执导、方励监
制，马思纯、王俊凯、范伟领衔主演的电
影《断·桥》宣布，因受疫情影响，撤出原
定的６月２日档期，改档至２０２２暑
期上映，具体上映日期待定。

该片讲述了黄雀市大桥突然垮塌，

桥墩中一副被活埋多年的人骨赫然惊
现，从而牵连出一桩多年前的凶杀案。
死者女儿闻晓雨（马思纯 饰）被修车工
孟超（王俊凯 饰）告知当年的目击画面，
而这一切都牵扯到闻晓雨养父朱方正
（范伟 饰）身上。 薛渌

《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发布
严限演员片酬

娱乐天地

马思纯王俊凯《断桥》延期上映

本报地址：瑞金市金都大道77号 邮编：342500 电话：（0797）2522389 新闻热线：0797-2516661 订报热线：0797-252238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621024000016 广告热线：0797-2520789

4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郑薇 校对：陈盛昌天下·公益广告 RUIJIN BAO

根据全国、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及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统一部署，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决定面向广大群众征集线索，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线索征集范围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诱骗老年人以“办

卡”“充值”“投资”等形式预交高额费用，以及其他养老
服务领域涉诈问题；（二）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
区”“老年公寓”“养老山庄”等“以房养老”名义进行虚
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三）养老机构内
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等涉诈问题；（四）以涉老“食品”“保健品”名义进
行虚假宣传、制售伪劣商品等涉诈问题；（五）打着投资

“养老项目”等旗号，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诱骗公众特别是
老年人“投资”“理财”等涉诈问题；（六）以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严重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诈骗违法犯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方面
（一）拐卖、拐骗、绑架、贩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二）

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三）伪造、变造出生证明的行
为；（四）收养被拐卖或者来历不明妇女儿童的行为；
（五）组织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乞
讨的犯罪行为；（六）其他相关涉拐的行为。（请失踪被
拐妇女儿童的父母子女和疑似失踪被拐人员主动到当
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样本并补充完善相关信
息。）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非法前往、滞留缅北地区、金三角地区、阿联

酋等地，或者煽动、拉拢、串联、诱使他人前往上述地
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二）从事电诈“黑灰产”
链条犯罪，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非法
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为诈骗人员提供通讯设备、
技术维护等违法犯罪行为；（三）窝藏、包庇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等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方面
（一）教育行业领域：利用在校学生、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校园暴力欺凌、网络借贷平台诱骗学生“校
园贷”“裸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二）医疗行业领域：
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
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
院、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三）金融放贷行业领域：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非法高利转贷、“套路贷”、非法催收
等违法犯罪行为；（四）市场流通行业领域：垄断经
营、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五）围标串标：挂靠
或借用资质投标、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
放弃投标，以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胁迫中标人放弃
中标、转让中标项目等围标串标、扰乱市场秩序违法
犯罪行为；（六）依法打击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矿
霸”“砂霸”，以采代探、无证越界采矿和破坏性采矿
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线索举报方式
电话举报：拨打110或0797-2535112。
电子邮件举报：市反诈联席办邮箱：rjfzlxb@163.

com；市扫黑办邮箱：rjsshceb@163.com。
直接举报：直接到各乡镇派出所或市扫黑办（公务

大楼724室）举报。
对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相关部门将根据有关

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举报受理单位、办案单位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确定专
人受理群众举报，对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
保密。凡泄露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相关情况或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敦促参与以上违法犯罪人
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瑞金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2022年5月

关于征集养老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线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通告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
区 16日发生一起两列火车
相撞事故，导致一人死亡、
85人受伤。

据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政府铁路网发布的消息，事
故于当地时间 18时左右发
生在距巴塞罗那市不远的
圣包迪利奥-德略布雷加特
车站。一列货运列车在进

站时脱轨，与正要出站的一
列客运列车发生碰撞。客
运列车司机在事故中身亡。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事
故还造成85人受伤，其中2
人伤势较为严重。

事发后，有关人员在现
场展开救援和疏散工作。
事故具体原因尚在调查
中。 谢宇智

西班牙两列火车相撞致1死85伤疫情散发 4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基本面不变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2年 6月 7日上午 9时 30分

在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瑞金市分中心二楼公开拍
卖下列标的6年的承租经营权。

标的1、瑞明保障房小区商铺，商铺9间，每间面积
不等，具体每间面积请到本公司详看，起拍价每月、每
平方 18元，保证金每间 1万元。第二年开始租金按上
一年度总租金递增6%。

标的2、沙子岗石井公租房商铺28间，每间面积不
等，具体每间面积请到本公司详看，起拍价每月、每平
方8元，保证金每间1万元。第二年开始租金按上一年
度总租金递增3%。

标的 3、经开区公租房商铺 26间，每间面积不等，
具体每间面积请到本公司详看，起拍价每月、每平方7
元，保证金每间1万元。

标的 4、和园小区大学生公寓商铺 4间，每间面积
不等，具体每间面积请到本公司详看，起拍价每月、每
平方 10元，保证金每间 1万元。第四年开始租金按上
一年度总租金递增6%。

标的5、竹岗商铺3间，每间面积不等，具体每间面积
请到本公司详看，起拍价每月、每平方7元，保证金每间1
万元。第二年开始租金按上一年度总租金递增6%。

如需对拍卖标的了解更详细情况，请到本公司咨
询、报名，公司地址，瑞金市象湖镇绵水路工行院内二
楼，标的展示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6日
下午五时整。

联系人：13970113633钟 15970846621危
投标保证金帐户（投标人自主选择任一帐户，汇入

时必须分标的，并注明商铺名称,未按此要求汇入的，
视为无效）：

1、户名：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瑞金市分中心
账号：1400710104001973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

(线下）
2、户名：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瑞金市分中心
账号：36050181115000000262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线

下）
3、户名：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瑞金市分中心
账号：151020762900004923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

(线下）
江西旭阳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李德林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
遗失，证号：ZD04020004-1，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