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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处于温和区间 向好趋势显著

物价走势传递中国经济积极信号
8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6 年 7 月
份物价运行情况。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1.8%，继续处于温和区间；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 0.2%，同比
下降 1.7%，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分析人士
普遍认为，当前物价运行向好趋势更加显著，
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的
成效，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
和潜力。

CPI 呈现三大特点
消费物价涨幅温和，出厂价格降幅收
窄。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刚刚公布
的数据无疑再次传递了积极信号。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在
解读最新的 CPI 数据时表示，7 月份 CPI 走势

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强降雨气候对部分地
区鲜菜价格影响较大。7 月份全国降雨量较
常年同期偏多，强降雨对鲜菜的生产和运输
产生较大影响，致使部分地区鲜菜价格上涨
较多。二是暑期因素导致部分服务价格季节
性上涨。三是猪肉、鲜果、蛋等部分鲜活食品
价格有所回落。
“总体看，CPI 持续处于温和上涨区间，
进一步缓解了市场此前的通胀担忧，反映出
当前我国总体需求稳定。而 PPI 延续了同比
降幅收窄的向好趋势则不仅有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变化、翘尾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与我国供给侧改革持续加速特别是去产能
的不断推进密切相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
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
来，尽管个别地区由于受到暴雨的影响，蔬菜

“滞涨”之说不攻自破
多位专家指出，当前的物价走势让此前
中国经济“滞胀论”
“ 通缩论”等观点不攻自
破。这其中既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不
断推进的成效，亦与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巨
大韧性和潜力息息相关。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
任何维达表示，当前物价走势与经济整体运
行情况其实并不支持“中国陷入滞胀”这样

：

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短缺，使得一些
工作没有足够的人能做。比如，我国
健康医疗产业发展迅速，却严重缺少
医生，
缺少护理人员；
还有一些工作没
有足够的人愿意去做，比如养老服务
业。可见，
延退占用的就业岗位，
和青
年的就业愿景重合度不一定很高。随
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
结构调整，产生了许多适合青年进入
的新行业或职业。在这个意义上讲，
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还是决定于经
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以及青年群体的
就业方向与能力。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者
的工作年限实际上被隐性地缩短了，
这将导致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减少更
多。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
是维持
“人
口红利”的一种方式。在产业结构提
升、
劳动条件改善的情况下，
老年劳动
者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其实变多了，如
果未老先退、
能干先休，
这是对社会人
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于劳动者而
言，
按照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
退
休金收入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看到，延迟退休对大
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女
性劳动者就业，有一定影响。为此，我们需
要开发更多的适合岗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就
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同时加强
对大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只有配套政策
措施更完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效益
才 能 更 好 地 释 放 出 来 。 （据《人 民 日 报》
作者郑东亮为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

国家旅游局辟谣：将按新办法评定

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由于不能适应新
的观点。
“‘滞胀’需要具备经济增长停滞和 形势要求，国家旅游局决定废止 2005 年版
通货膨胀并存这两个条件。目前来看，中国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该新
经济尽管增速放缓，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 闻引起关注，并有人产生疑问：是不是以后
国经济增长态势依旧相对乐观，出口、消费 不再评 A 级景区了？
均表现不错。同时，当前 CPI 与 PPI 走势也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废止
反映出当前国内通胀压力较小，特别是国外 了 2005 年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
大宗商品很难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何 法》，但相关规定已被 2012 年版《旅游景区质
维达分析。
量等级管理办法》取代，景区评定工作将根
此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亦不容忽 据新办法有序开展。
视。央行此前发布的《2016 年第二季度中国
三药企多批次药品不合格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指出，2016 年以来央
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9 日发布通告
适时预调微调，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 称，近期在国家药品抽验中发现，标示为湖
适应的总需求管理，从量价两方面为结构调 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蛇胆川贝液、
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跌打活血
体看，
稳健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散和四川省通园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小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 咳喘灵颗粒多批次药品经检验不合格。

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影响小
运动员傅园慧从小就是段子手

人社部官员
从事的工作没人做，甚至也会导致劳

近来，
社会对延迟退休年龄议论颇
多。
“老年人不退，不腾岗位，年轻人怎
么就业呢？”然而，只要认真研究分析，
就能发现它对就业的影响没那么大。
从节奏上看，延迟退休将实行“小
步慢走”而非“一步到位”，每年只延迟
几个月，影响人数非常有限，不会对劳
动力需求产生大的冲击，因此，对就业
的总体影响小且缓和。
更何况，延迟退休并非所有群体
同步推行，而是从目前退休年龄相对
偏低的群体开始逐步实施。这一政策
的推出时机，实际上充分考虑了我国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变化的状况。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
减少，2030 年之后，减少幅度还将进
一步加大。从 2011 年高峰期的 9 亿
多，减少到 2050 年的 7 亿左右，劳动年
龄人口减少的趋势，显然会和延迟退
休对就业的影响，
产生对冲效应。
实际上，
劳动力市场的新陈代谢，
远 不 是“ 老 的 不 退 休 ，年 轻 的 别 想
进”。即使不实行延迟退休，有些行
业、单位因为缺工，本来就有相当部分
劳动者退而不休。根据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64 岁的城镇
男性劳动者还在工作的有近 1/3，
且从
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呈提高趋势。因此，从
总量上看，即使延迟退休导致老年劳动力留
在市场中，
并不一定就会减少年轻人进入。
老年劳动力和青年劳动力并非完全的替
代关系，
还存在互补关系。一些旧有的工作，
年轻人未必“看得上”，同时也可能是“做不
了”
。这些领域的老年人退休了，
不但他们所

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我国蔬菜种植和修复
能力都很强，天气影响并没有成为全局性问
题，因此 7 月份的物价符合整体经济形势。
姚景源强调，分析统计数据不要过多地注重
某一个具体的静态数据，而一定要看趋势。
PPI 的降幅连续 7 个月收窄，反映出中国整体
经济状况是稳中趋缓的。

A 级景区不再评定？

“妈妈，
这个小雨伞哭了”
件出色的运动员多一倍都不止。”另
外，傅春昇称，平日里他也会关注女
儿微博，看到女儿发的那些“段子”，
他觉得很欣慰。
傅园慧的朋友都用“动若癫痫，
静若痴呆”来形容她。事实上，傅园
慧也有安静的一面，在家的时候，尤
①
其喜欢看书。那么，傅园慧生活中
也是“段子手”吗？答案是肯定的。
妈妈沈英说，她在家里也是“开心
果”，小时候就有不少经典语录了。
“像小时候她有一把小雨伞，是透明
的，雨落在伞上面后，从伞里面往外
看，雨水会一条一条流下来，她看到
③
②
后跟我说，妈妈，这个小雨伞哭了。
”
“什么？58 秒 95？！
”
里约奥运会让傅园慧的个性广为人知，
“啊！我以为是 59 秒……（激动）啊！ 沈英说，这其实是她的“英雄本色”。
“在家里
我有这么快？我很满意！
”
也是这样的，
就是英雄本色，
她本来就是这么
“没有保留！我已经……我已经……用 一个人，很外向的，不会矫揉造作。”沈英说，
了洪荒之力了！”
从小到大他们都从来没有将傅园慧当成小孩
里约奥运会女子 100 米仰泳半决赛后， 子，
而是当做兄弟姐妹一样看待，
凡事都会和
傅园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视频在网 她商量，或许是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从小就
上“爆红”，人称“行走的表情包”。9 日，记者 不怵陌生人，性格特别外向。这次里约奥运
来到傅园慧位于杭州萧山的家，通过其父 会，傅园慧成了“网红”。傅春昇说他们也很
母，
试图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国民网红”
。 开心，
很高兴看到女儿被那么多人喜欢，
但还
父亲傅春昇说，女儿身体条件并不好， 是希望女儿不要过多关注网上的内容，而是
为锻炼身体才练的游泳。
“ 她实际是不适合 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 （据新华社）
做运动员的，过敏体质，稍微不小心就容易
图①图②为傅园慧走红表情，图③为 8
生病，所以她付出的努力可能比那种身体条 日，傅园慧在颁奖仪式后。

食药监总局要求相关地方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上述企业依据药品管理法等规
定进行查处；并责令涉事企业彻查药品质量
问题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整改，
查清原因并整改到位前不得恢复生产；相关
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最高检立案侦查常小兵、张越

最高检 9 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
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党
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
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依法对河北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
采取强制措施。两案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共厕所装了摄像头？
其实并没装只为警示

近日，重庆石油路某公厕门上贴出了安
有摄像头的通知，引发周围居民热议。可记
者闻讯到该厕所内仔细观察后，并未发现有
类似摄像头的东西。保洁员方阿姨道出了真
相：原来，公厕的设备常被损坏，她向领导反
映后，没过多久就发出了这样的通知。社会
心理学家谭刚强表示，管理层这样做的出发
点并没有侵害公众隐私，但方式还是有待商
榷。不过，大众对于公共设施的爱护也应该
自觉，不能让管理部门不得不无奈出招。上
图为公厕门上贴出了安有摄像头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