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当前输入性通
胀压力持续上升，我国物价水平稳得住吗？疫
情导致部分重点群体求职难度加大，将采取哪
些措施？

这些问题在 5 月 17 上午举行的国家发改
委例行发布会上可以找到答案。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目前，国内疫情反弹得
到有力处置，各项政策靠前发力、政策效应逐
步释放，相信正常的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经
济运行会很快回归正常轨道。

复工复产
长三角涉疫重点地区收费站服务区全开

通
从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主要经济数

据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
和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受新一轮疫情和国际
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经济新的下行压力有
所加大。

其实，在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也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导致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滑。此后，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复工复产扎实推进，
经济运行迅速扭转了下滑局面，发展态势逐季

恢复。
“目前，国内疫情反弹得到有力处置，各项

政策靠前发力、政策效应逐步释放，相信正常
的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经济运行会很快回归
正常轨道。”孟玮说，下一步将下更大力气抓好
已出台政策落实，靠前安排、加快节奏，力争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政策
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3 月以来，受疫情影
响，部分地区出现人员返岗受限、跨区域物
流受阻、疏港运输不畅等问题，对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造成了
一定冲击。此前，有关部门着力疏通堵点、
卡点，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全力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截至 5 月 16 日，长三
角货车流量降幅持续收窄，涉疫重点地区收
费站、服务区全部开通。此外，在上海、宁
波、杭州建设了 4 个生产物资中转站，有效保
障了汽车生产零部件等生产物资的运输需
要，对推进汽车等重点行业复工复产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下一步将继续强化部门间、地区间协同
和工作衔接，进一步健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
测预警体系，完善风险研判处置机制，提升风

险识别、精准有效处置能力，力争做到风险早
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处置，全力打通卡点
堵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孟玮
说。

物价
今年一直运行在总体合理区间
3月以来，受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和

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等影响，市场主体困难
明显增多，部分重点群体求职难度加大，城镇
调查失业率上升。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6.1%，就业形势持续承压。

针对就业领域的严峻形势和挑战，近期多
个部门纷纷出台举措，比如通过加大退税减税
降费力度，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多支持，来稳定
就业岗位；通过阶段性免除经济困难高校毕业
生国家助学贷款利息，来减轻毕业生负担；通
过推进创新创业创造、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战略，来增加更多就业岗位稳就业。“下一步将
进一步加大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力度，落实落细
稳就业各项举措。”她说。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数据是当前的物价水
平。今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供给瓶颈问题仍然存在，再加上受俄乌战

事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能源、粮
食、矿产品价格一度快速冲高。

受此影响，全球各大经济体均面临较大通
胀压力。4月份，美国CPI同比上涨 8.3%，PPI
上涨 11%，其中食品、能源价格分别上涨 9.4%、
30.3%；欧元区CPI初值同比上涨 7.5%，涨幅高
于3月份，继续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一直运行在总体合
理区间，4月份CPI同比上涨 2.1%，PPI同比上
涨 8%，涨幅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形成鲜
明对比。”孟玮说，展望后期，我国经济韧性强、
市场空间大，政策工具箱丰富，特别是粮食生
产连年丰收，生猪产能充足，工农业产品和服
务供给充裕，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继续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外资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扩大
今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前4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44.7亿美
元，同比增长 26.1%。在利用外资规模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的质量也在不断
提升。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
同比增长 45.6%；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引资

全面增长，增速分别达到 43.7%和 26.9%，有力
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并提升
在国内循环中的地位，有效支持了区域协调发
展。

“总的来看，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形
势和国内疫情冲击影响，利用外资取得这样的
成绩来之不易，这充分表明，我国完备的产业
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超大规模市场等优
势，对外资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也反映出
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良好预期和信心。”孟
玮说。

对于部分外资企业物流运输受阻、预期不
稳的问题，孟玮也回应，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及
时采取措施，帮助外资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实
现复工复产，支持外资项目有序推进建设运
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产业链供应链逐
步恢复稳定，外资企业在参与构建中国新发展
格局过程中将会取得良好效益。

“当前，我们正在研究修订扩大《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这次修订的基本原则就是推
动利用外资‘总量增加、结构优化’，目的就是
要继续鼓励外商投资，特别是鼓励外资投向制
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中西部
和东北等重点地区。”孟玮透露。 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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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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瑞金市象湖镇爱生机饮品店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60781MA3854R77L，特此声明。

瑞金市泽潭乡永红村向阳小组黄
海家持有的林权证遗失，林权证号为
瑞金市证字（2007）第140403003号，声
明作废。

瑞金市象湖镇云芳副食店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60781MA37P6EL2B，特此声明。

“瑞金市谊鑫磨料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遗失，特此声明。

杨 贵 平 （ 身 份 证 ：
362102195904222912）持有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经营权证编号：
1504070705，特此声明。

5月 17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吉祥鸟”
AC313A在江西景德镇吕蒙机场成功首飞，标志
着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再添新利器。首飞后，AC313A直升机研制工作
从试制阶段转入试飞阶段，按计划将在“十四五”
期间完成适航取证，并交付用户。

AC313A直升机是在AC313直升机基础上研
制的一款 13吨级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该机
型最大外吊挂起飞重量13.8吨，洒水能力为5吨，
可运输 28名乘员，具有更大的使用空间，更强的
高原性能，更广的适用范围，可靠性、安全性、舒适
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AC313A直升机瞄准了我国当前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中的薄弱环节，通过配装搜索灯、消防吊
桶、电动绞车、空中广播等任务设备，具备执行消
防灭火、搜索救援等任务能力；通过改进设计，具
备优异的高原性能，可以有效地弥补我国西藏等
高高原地区应急救援和物资运输需求的缺口。针
对不同用户使用需求，通过定制化设计，该型机具
备执行紧急医疗救护、应急指挥、综合执法等任务
能力，在加装应急漂浮系统后，还可以执行海上救
援任务，可满足我国全疆域全天候多用途的需求，
将有效提高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能
力和高质量供给能力，更好地支撑我国航空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

AC313A 直升机开启了我国民机研制新模
式，由航空工业昌飞和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联合应
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大庆航空救援支队，并与中

国民用航空江西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协作，按民
航最新适航标准要求开展各项研制工作。

贾伊宁 姚子云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17日 15时，美国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8268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100万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为90866例；
其次是得克萨斯州，为88254例；佛罗里
达州死亡病例超过7.4万例，纽约州死亡
病例超过6.8万例。

近日来，美国新增新冠病例数再次
呈现上升趋势。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CDC)统计显示，近 7 日日均新增病
例数超过 9万例，一个月前该数据仅为
3.5万例；死亡人数自 2月以来基本呈下
降趋势，近7日日均死亡人数为263人。

当 天 ，美 国 食 品 和 药 物 管 理 局
(FDA)批准向 5岁至 11岁儿童提供辉瑞
新冠疫苗加强针。FDA 在声明中说，5

岁至11岁儿童在接种完辉瑞两剂疫苗5
个月后可接种加强针。

FDA 局长卡利夫 (Robert Califf)当
天表示，尽管儿童感染新冠多为轻症，但
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导致更多儿童出现重
症、需要住院治疗，并且即使儿童当下仅
为轻症，但仍有可能有长期影响。FDA
批准向 5岁至 11岁儿童提供加强针，旨
在向该群体提供持续保护。

辉瑞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有 4500
名儿童参与了加强针试验，结果未发现
安全问题。

接下来，CDC专家委员会将于18日
举行会议，决定是否正式推荐 5岁至 11
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

据CDC统计，自新冠疫情在美国暴
发以来，已有 350 名 5 岁至 11 岁儿童死
于感染新冠病毒。 沙晗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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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在江西景德镇吕蒙机场，首飞完成后的AC313A直升机成功落地。胡晨欢 摄

13吨级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

“吉祥鸟”AC313A成功首飞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100万例

FDA批准向5至11岁儿童提供辉瑞加强针

国家发改委解读当前经济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