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 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方咸达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 钱 莉 ）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 0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 2 4 4 0 0 0 电 话 ： 总 编 室 ： 5861226 编 辑 部 ：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 5861227

文 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21年
《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
报告会12月14日在京举办。蓝皮书指
出，2020年我国实现了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改善和市场环境稳定，中国宏
观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回升。预计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7.8%左右。其中，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实现4%至5%的
增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进一
步加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党委书记、副所长李雪松发布蓝皮书时
表示，我国经济初步恢复常态表现在六
个方面：一是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恢复，

产品和行业增长面扩大。二是保护市
场主体取得预期成效，产业链供应链基
本稳定。三是脱贫攻坚整体进展较好，
全面脱贫目标已圆满完成。四是稳就
业保民生举措成效明显，城镇新增就业
达到预期水平。五是新旧动能转换加
快，经济增长新动能显著增强。六是改
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发展活力持续提
升。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学部委员蔡昉也指出，还有一些薄弱环
节制约经济复苏。三产复苏相对滞后，
消费和收入复苏相对滞后，需求侧的恢
复相对于供给侧也有滞后的表现。“因
此，我们要解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

问题、相互促进问题。”
业内指出，做好2021年的经济工

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既要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也要注重需求侧改革，多用改革
的办法扩大消费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提高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展望2021年，受今年经济增长基
数较低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宏观调控的
跨周期设计与调节以及国内外的不确
定性，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7.8%
左右。”李雪松说。

此外，蓝皮书称，预计2020年四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实现3%左右
的增长；在2020年全年较低基数的基
础上，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
望实现4%至5%的增长，消费拉动经济
增长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蓝皮书指出，国际
组织近期纷纷上调2021年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对中国经济表现的预期显著好
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三大国际组织对于2021年中国GDP增
速预测值分别为8.2%、6.9%、6.8%，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3.0个、2.7个、1.6个百
分点，表明全球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充分
信心。 经济参考报

明年GDP增速或近8% 消费拉动增长作用更强
近日，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中

部省份陆续公布了各省关于制定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

“十四五”规划建议）。
在产业规划层面，中部省份各有侧

重，但都强调要增强供应链产业链韧
性、打造产业链长板、打造现代产业体
系。

江西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攻坚战。大力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推
进铸链强链引链补链。完善核心零部
件、关键原材料多元化可供体系，着力
补齐智能传感器、工业软件、稀土功能
材料、集成电路硅片等关键领域基础
部件短板。

安徽提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性和现代化水平。开展产业链补链固
链强链行动，推行产业集群群长制、产
业链供应链链长制、产业联盟盟长制，
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培育形成1个
万亿级产业、10个左右千亿以上重大产
业、100个左右“群主”企业“链长”企业、
1000个左右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冠
军”企业。

壮大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也都写进了中部各省的“十
四五”规划建议中。

江西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集聚壮大数字产业。用好世界VR

产业大会平台，加快产业项目落地和示
范应用，努力建设世界级VR中心。

安徽提出，打造数字科技创新先
行区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建设合
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争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中国软件名园、中国软件名城。做
大做强“中国声谷”。加快江淮大数据
中心、安徽（淮南）大数据交易中心建
设。

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强化区域协作
也在中部各省“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占
据重要位置。在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
同时，各省均强调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和
发展，培育区域经济动力源。

湖南提出，构建“一核两副三带四
区”区域经济格局。“两副”指的是建设
岳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江西
提出，完善提升“一圈引领、两轴驱动、
三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格局，具体包括：
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打造沪昆、京
九高铁经济发展主轴；推动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高质量发展等。湖北提出，着力
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
的区域发展布局，具体包括：充分发挥
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
心城市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
动“襄十随神”、“宜荆荆恩”城市群由点
轴式向扇面式发展，打造支撑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南北“两翼”等。

上海证券报

多省“十四五”规划建议出台
产业链现代化、数字经济等成关键词

11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4%，比10月份大幅回升2.8个百分
点；货运指数维持年内高位增长态势，
连续7个月实现正增长……今年以来
多个先行指标走出一条总体上扬的曲
线，印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2月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
显示，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6467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9.4%。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用电量 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9%；第二产业用电量467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9.9%；第三产业用电量
9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7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

用电量，向来是经济运行的“风向
标”。1-11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67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比1-
10月回升0.7个百分点。

“用电量稳步增长，呈现出市场活
力增强、经济回暖的良好态势。”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经济社
会发展对电力的消费需求已逐步恢复
常态。

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综合考虑经
济运行持续向好等因素，四季度全国全
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左右，全年全
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长3%左右。

另一大先行指标——货运指数也

是火热升温。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1月，中
国运输生产指数（CTSI）为173.6点，同
比下降2.9%，降幅与10月基本持平。
分结构看，CTSI货运指数为198.4点，
同比增长7.4%，增速与10月持平；CT-
SI 客运指数为 126.9 点，同比下降
24.5%，降幅较10月扩大0.9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
研究咨询室副主任兼实验室主任周健
表示，CTSI货运指数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维持年内高位增长态势，连续7个月
实现正增长。CTSI客运指数（代表营
业性客运）继续处于恢复进程，恢复程
度与10月的76.4%相比略有下降，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秋节错期因素，
若剔除该因素，11月恢复程度与9-10
月累计恢复程度相比，仍然持平（均为
75.5%）；二是疫情反弹因素，当前我国
疫情处于零星散发状态，给公众出行带
来一定影响。

12月15日，11月工业增加值、固
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宏
观数据将公布。不少机构表示，11月种
种迹象显示，经济升温趋势仍在延续。
随着宏观政策更快落地见效，四季度
GDP增速有望达到5.5%以上，全年经
济实现正增长几无悬念。

经济参考报

11 月多个先行指标高位增长印证中国经济活力

近年来，我国居民购买和收藏纪念
币的热情持续升温，特别是由中国人民
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普通纪
念币，受到市场广泛欢迎。近日，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定于12月21日发
行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武夷山普
通纪念币（以下简称武夷山币）。值得
关注的是，武夷山币是首次采用市场化
发行方式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分为按面
值预约兑换和溢价装帧销售两部分，这
意味着今后居民购买普通纪念币渠道
更多了。

今年7月28日，人民银行发布《普
通纪念币普制币发行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普制币采取逐步市场化方式发行，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人民银行
组织普制币发行招标，银行业金融机构
组建承销团参加投标，中标承销团负责
普制币预约兑换和装帧销售。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普通纪念
币发行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立足于我
国普通纪念币发行特点和传统，引入招
标方式，保留现行银行业金融机构预约
兑换机制，增加普制币装帧销售，丰富
公众获得普制币渠道，提高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积极性。其中，按面额预约兑换
部分是普制币发行的基础和主体，溢价
装帧销售部分是按面额预约兑换方式
的补充，两者结合可以更好满足公众对
普通纪念币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同
时，人民银行将加强对普制币主承销商
的指导和监管，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以本次武夷山币的发行为例，按照
改革后的发行方式，10月23日，人民银
行组织了武夷山币发行招标，中国农业
银行承销团中标，负责武夷山币的预约
兑换和装帧销售工作。

在装帧销售方面，根据《暂行规
定》，人民银行组织普制币发行招标，各
承销团在人民银行招标的计划装帧销

售数量范围内，同时对装帧销售的普制
币申购价格和装帧数量进行投标报价，
最终普制币的装帧数量按照中标承销
团投标时的装帧数量确定。按照中国
农业银行承销团投标的装帧数量，武夷
山币的装帧数量确定为2000万枚，具
体销售渠道、价格、时间等相关信息由
中国农业银行公布。

在预约兑换方面，武夷山币预约兑
换采取先到先得的预约方式，此次武夷
山币预约由原来的6家商业银行承担
改为中国农业银行单独承担。中国农
业银行经认真评估后认为，其线上预约
系统启动时，瞬时访问量将剧增，系统
承载压力过大。为了确保预约系统稳
定运行、预约业务正常开展，中国农业
银行分两个时间段启动线上预约。

收藏者需要注意的是，人民银行从
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币发行时起，采
用核查机制记录公众重复预约和预约
后未兑换普通纪念币的违约信息，有违
约记录者在普通纪念币预约时将无法
通过预约核查，不能办理普通纪念币兑
换。武夷山币预约期结束后，人民银行
将对武夷山币的全部预约登记记录进
行核查，有重复预约同一批次的2020
年贺岁普通纪念币、预约未兑换第一批
次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币记录者，无
法通过核查，不能办理武夷山币的预约
兑换。考虑到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第二批次兑换时间与预约时间相隔较
长，疫情限制了公众出行活动，故预约
未兑换第二批次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
币不作违约记录处理，不影响武夷山币
的预约兑换。预约核查没有通过的也
不必担心，可以在武夷山币核实期内，
持预约登记使用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原件，前往本次预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营业网点办理撤销违约记录及保留武
夷山币兑换资格业务。 人民日报

央行首次采用市场化方式发行普通纪念币

11月20日，由安徽省淮北市相山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7·12”特大跨
国电信网络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检
察机关指控称，应以诈骗罪追究杨某
甲、郭某辉、谢某渊等79名被告人的
刑事责任。

该案因被害人于2019年7月12
日首次向公安机关报案而被命名为

“7·12”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
同年9月，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该
犯罪集团百余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
国。今年春，公安机关陆续将该案移
送相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该案
被告人众多，10月15日，相山区检察
院根据案件脉络和共同犯罪的关联
性，先期将其中的79名被告人分为六
起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

相山区检察院指控，2018年5月
至 2019年 9月，方某、姚某光、秦某
（以上三人均另案处理）在国内以武
汉天宇卓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
金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钇
昊嘉管理有限公司等分公司的形式，
而在柬埔寨金边市则通过设立窝点，
以部门或团队的形式，先后招募被告
人杨某甲、郭某辉、谢某渊等人负责
管理，张某、张某佳、刘某举（以上三
人均另案处理）等人为直播间讲师，
诸多被告人为业务员，李某（另案处
理）等人为行政管理人员，成立犯罪
集团。

该犯罪集团分别使用有关平台，
以投资多种虚拟货币的名义，按照事
先设计的寻找目标、建立信任、诱导投
资、骗取钱财等手段，先后骗取全国各
地被害人130多人、财物3000多万
元。

此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该案是一
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犯罪集团内
部分工细致，犯罪模式呈现专业化、公
司化、智能化的特征。这也是相山区
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涉案人数最多、
涉案金额最大的电信诈骗案件。

针对该案涉案被告人众多、金额
巨大、收集证据难度大等特点，在公安
机关侦查过程中，相山区检察院抽调
精干力量成立跨国电信诈骗案办案
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检察日报

以投资虚拟货币名义诈骗 3000 余万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的这一表述，
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延迟退休有没有“时间表”？男女
是否该同龄退休？就大家最关心的一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

焦点一：延迟退休有多大必
要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
提高到了2019年的77.3岁，但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
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
近70年未有调整。

“与‘十三五’相比，这次规划建议
强调实施，就是要真正‘动’起来，从顶
层设计到付诸行动，提高法定退休年
龄是大势所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教授彭
浩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有效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现实需要。过早退休容易造
成人力资源浪费。从国际横向比较，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也明显偏低。人社
部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
等都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了65
岁甚至更高。

尽管对男女是否该同龄退休等问
题，专家们还存在不同看法，具体取决
于下一步如何规定，但女性延迟退休
的速度略快一些、缩小男女之间退休
年龄的差异，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

焦点二：延迟退休会不会只
利好一部分人？

一些人认为，延迟退休有利于机
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
负责人，能让他们施展更多才干，同时
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普通职工特别是
基层企业职工相对缺乏积极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职业、不同
行业的从业者，对延迟退休的期待也不
一致。总体看，体力劳动者担忧较多，
脑力劳动者反应没那么强烈。一些医
学专家、大学教授、科学家等“退而不

休”，有的甚至七八十岁还在奋战。
为了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

持，部分专家建议，在具体实施延迟退
休时，一是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二是
要强调循序渐进，注重改革的公平性、
制度的科学性。

焦点三：养老金是不是不够了？

实施延迟退休，是不是为了缓解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矛
盾？今年企业社保费减免力度空前，
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休
职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

针对这些担忧，人社部养老保险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确保基本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
活，是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初心和使命，也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
诺，更是养老保险工作的“底线”和“红
线”，绝不会突破。

“从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实际运行情况看，总体较平稳，甚至还
好于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2.1
万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短期
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4.5万
亿元。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确保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位负责人
说。

焦点四：延迟退休会对就业
产生“挤出效应”吗？

“会不会出现一些领导干部不让
位子、年轻人就业更难的问题？”面对
记者这一提问，多位专家给出了否定
答案。

“短期内、在改革转型期，不排除
个别单位、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就业
挤压，但是长期看，不会对就业市场产
生显著影响。”郑秉文说，国际上其他
国家延迟退休的实际经验，也不支持
这一结论，因为就业岗位不是一些人
退出就业市场而产生的，主要还是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
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认为，
就业市场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岗位，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岗位，相互很少交
叉，因此延迟退休挤占年轻人岗位的
情况并不突出。

焦点五：延迟退休何时能出
“时间表”？

今年9月，人社部回答网民关于延
迟退休政策提问时表示，正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适应人口老
龄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的需求，认真研
究相关政策措施。

“具体何时推出需要中央审时度
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
策的节奏。”郑秉文说，“可以肯定的
是，延迟退休不会一步到位，不太可能

‘断崖式’进行改革，不会一年就推迟
五岁退休。”

他认为，关键要制定一个渐进式提
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
表”“路线图”，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
清晰预期，最大程度获取改革共识。

彭浩然建议，退休年龄的调整一
定要避免邻近的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
差距过大。

焦点六：养老金水平能不能
持续提高？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职工不愿意
延迟退休，主要是担心交养老金的时
间长，最后领的时间短，相当于少拿
钱、吃了亏。

持续提高养老金水平、让晚退休
的人多领一些养老金，是目前在职人
员的普遍期盼。

“未来一方面要开辟更广泛的资
金筹措来源，包括提高养老保险基金
的投资回报率、加大国有资产划拨水
平等；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比如合理确定个
人账户记账利率等，提高大家参保缴
费的积极性。”彭浩然说。

近年来养老金待遇连续提高，在
改革调整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少部分
职工养老金“不看缴费长短，只看退休
早晚”的现象。

对此，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参保人员养老金水平与其
缴纳时间长短、缴纳金额高低密切相
关，参保人员缴费的时间越长、缴得越
多，退休后待遇水平会越高。我们正
在加快健全“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
激励机制。 新华网

何时改？怎样动？——聚焦延迟退休六大焦点

雪情雪景

1212月月1414日拍摄的山东荣成桑沟湾畔滨海公园雪景日拍摄的山东荣成桑沟湾畔滨海公园雪景（（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1212月月1515日日，，游客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岳衡山风景区游玩赏雪游客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岳衡山风景区游玩赏雪（（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1212月月1414日日，，游人在南京紫金山欣赏雪景游人在南京紫金山欣赏雪景。。
1212月月1414日拍摄的江苏省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雪景日拍摄的江苏省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雪景（（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雪，雪后大地银装素裹，美景纷呈。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