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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

2020年，是魔幻的一年，新冠肺炎
疫情重创世界，一切都跌宕起伏。中国
经济在经历巨轮失速后，成功上演了“V”
字反弹，我们也经历了一些“V字型”的
生活轨迹。在这一个个“V”字的背后，是
全国各界不畏艰难的坚持与努力。

收入之“V”
——从降薪裁员到收入逆转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每个人头上
都是一座山。这一年，对于北漂刘萌
(化名)来说是坐过山车的一年，从降薪
到失业，再到重新找到工作，她的收入
也成功实现了逆转。

“2月份的时候，公司突然发通知
说，受到疫情影响，需要全员降薪，领导
降薪50%，普通员工降薪30%。”在互联
网行业工作的刘萌看到通知后有点懵。

“当时我还自我安慰，降薪30%总
比不发工资强嘛！但没想到很快就接
到了人力部门的通知，我被‘优化’了。”
屋漏偏遭连阴雨的刘萌一时难以接受
被裁员的现实，不过好在公司利索地按
照劳动法给予了经济补偿。“世事无常，
我也只能安慰自己‘也许下一份工作会
更好’。”

失去工作的刘萌，收入也跌到了
谷底。不过，随着寒意褪去，天气渐
暖，刘萌在7月份终于找到一份新工
作，还是在互联网行业。“感觉身边人
也都顺利找到工作了，下半年明显好
很多。”

如果说上半年的生活是暗淡的，
下半年的生活则变得明亮起来，刘萌
的收入成功实现“V”字反弹。“现在的
薪资是之前的1.2倍。感谢经历的一
切，不管顺境逆境，都要保持积极的心
态。”

打工人刘萌的经历并非孤例，她的
收入反转曲线也是今年全体居民收入
的一个折射和缩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受到疫情
的影响，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8561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3.9%。而到了三季度末，居民收入实
际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前三季度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0.6%。

消费之“V”
——从门可罗雀到人头济济

随着收入的回升，消费也上演了反
弹。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在分享自
己报复性消费的经历，奢侈品店、火锅
店、奶茶店门前从疫情初期的门可罗
雀、冷冷清清，到现在的排起长队、熙熙
攘攘，最近一家网红奶茶店开业排队8
小时、一杯500元的“盛况”令人惊叹。

“路过各大奢侈品门口，看到排队
人头济济，心里很是困惑：咦？现在买
东西是不要钱吗？午饭后路过爱马仕
专柜，相熟店员推荐说秋冬系列鞋子很
舒服，上脚试完：真香！于是迅速加入
报复性消费队伍。”

“疫情初期我一个月只花一千多
块。现在一个月开销加购物我能花
3000块，这算是报复性消费吗？”

“两个月买衣服花了1万块钱，报
复性消费是时候结束了。”

各地夜经济的持续复苏，周末各大商
场里的人头攒动，直播镜头前李佳琦们声
嘶力竭的叫卖，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火爆，
让人感到中国社会的烟火气是越来越浓。

打工人的报复性消费，反射到商
家，便是销售额的快速增长。便利蜂提
供给中新网的数据显示，门店总体销售
情况恢复良好，已超过疫前水平，咖啡
单店平均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周一至周五的午餐峰值时间段，
商区店热餐柜前排起长队，部分门店热
餐销售达四百多份。

除了买买买、吃吃吃，精神消费也
是持续攀升。内容消费平台喜马拉雅
对中新网记者表示，2020年1月至10
月，喜马拉雅内容消费总额同比去年增
长90%，二次元、影视和教育成为今年
销售额增长最快的品类。

越来越多人的报复性消费、报复性
吃喝，不仅拉升了自己的体重，也成功
把消费的增速拉回正增长。今年8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5%，增速年内首次转正。10月份餐
饮收入4372亿元，同比增长0.8%，增
速年内首次转正。

旅游之“V”
——从一动不动到说走就走

“初一一动不动，初二按兵不动，初
三纹丝不动，初四岿然不动，初五依然
不动……何时能动？钟南山叫动才能
动！”在疫情暴发和扩散期，民众积极支
持抗疫，待在家里不出门，变身宅男宅
女，无数人的旅游计划也泡汤了。

出境游和跨省游被暂停，旅游需求
被压抑，旅游行业也是遭遇“冰封”。去
哪儿CEO陈刚表示，随着旅游出行需
求降至冰点，席卷而来的退票压力更是
让旅游平台承担了巨大的服务压力。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
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跨省游在7月份
恢复，憋坏了的民众终于可以放飞自
我，重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长达8天的国庆中秋黄金周，熟
悉的“人从众”又回来了，拥堵导致高速
成“停车场”的场景再现，多地景区门票
售罄，好不热闹。10月3日，北京八达
岭长城景区当日门票已经售罄，这是自
3月 24日以来首次出现门票售罄情
况。数据显示，8天长假期间，全国共
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4665.6亿元。

作为一名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旅
游博主，外企白领薇薇(化名)在蛰伏一
段时间后，开始了报复性旅游。10月
份去新疆自驾游10天左右，之后还去
了青岛、丽江、大理、三亚……“我们买
了周末随心飞，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飞去
一个地方。”薇薇说。

随着旅游需求的释放，旅游业也迎
来了“V”字反弹。携程集团三季度财
报显示，今年三季度，实现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的首季度盈利。去哪儿表示，8月国
内机票预订量首次出现正增长，9月国内
酒店预订量反超去年同期，按照目前的
恢复速度，预计全年将实现盈利。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民
宿预定量恢复至去年同期30%，“五
一”假期民宿预定量上升至去年同期
65%，暑期游恢复至去年85%，到目前
国内民宿行业的复苏已经达到去年同
期的90%左右，部分地区恢复情况甚
至已经反超去年。

经济之“V”
——从被迫深蹲到迅速起跳

-6.8%、3.2%、4.9%。
这是中国经济今年第一、二、三季度

的增速。在工地钢材碰撞的咣当声中，在
日渐氤氲的烟火气里，在车水马龙的繁华
灯光中，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V”型曲线，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回想一季度GDP增速出炉的时
候，外媒的关注点是“-6.8%是中国
1992年公布季度GDP以来最低值”。
而当中国祭出一系列非常举措，疫情防
控日渐向好，经济增速转正的时候，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直接在标题
里说：“中国经济被全世界羡慕了”，彭
博社在评论文章里说：“中国经济归来，
世界松了一口气”。

如今，中国的GDP增速、投资增
速、消费增速、外贸增速、居民收入增速
都统统转正，而且提前完成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任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
经济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回归正常，2021
年中国经济复苏增速有望达到8.2%。

中国经济从深蹲到起跳的“V”型
反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此有着直
观的感受。智能运力平台满帮给中新网
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快递货运
数据在2月-4月疫情期间经历了低谷，

“6.18”期间达到小高潮，“双11”平台快递
类货运量较“6.18”高了7.65%，而两者
的货运数据均超越2019年“双11”。

“自行车订单排到明年7月”……
近期，自行车、小家电等行业出口订单
明显增加，一些外贸企业反映出口爆单
现象增多。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其出口
的呼吸机一直处于爆单的状态，供不应
求。新安化工相关负责人对中新网记
者表示，我国成功控制住疫情给行业带
来了机会，这是疫情下的“中国机会”。

在一个个“V”字的背后，是中国经
济强大的韧性和恢复能力，肩负14亿
人民生计的巨大经济体冲破疫情风浪，
正加速航行。 中国新闻网

2020：我们比个“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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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地方祭出组合拳发力上
市，混改项目批量涌现，重组整合大戏
接连上演……即将收官的2020年，一
系列举措推动国企改革向更深层次、更
广领域拓展，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

当前，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经全面
启动。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一系列具体
政策出台，明年多领域国企改革将有新
突破，其中包括分层分类多路径推进混
改，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速
加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
点扩围升级，而资本市场将是重要平
台，红利将加速释放。

掀高潮 混改重组提速批量落地

继5天前新能源汽车电机业务混
改挂牌之后，12月15日上午，中车株洲
电机有限公司又一家混改企业——湖
南中车尚驱电气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同日，在2020年央企·京企混改项
目联合推介会上，来自在京中央企业、
北京市地方企业共83个拟混改项目、
投资合作项目联袂登场，涉及汽车、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商务、旅游、
新型建材等多个行业，项目总规模超过
6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量
占比超过60%。同时，北京市国企混改
项目推介专区正式启动。

今年，尤其是8月份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正式启动以来，作为国企改革“突
破口”，混改力度和热度均持续攀升。

“深化推进双向混改，资本市场成为混
改重要平台，并购重组成为混改重要手
段，集中推介项目成为引入民间资本参
与混改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联合会
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如是总结今年的
亮点。

与此同时，国资布局优化调整也在
加速推进。中国化工集团和中化集团
合并重组正在进行中；中国宝武和太钢
集团联合重组，不锈钢产能提升至
1000万吨；山西大力推进省属煤矿企
业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组建了山
西焦煤集团和晋能控股集团；山东启动
实施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山东高速与
齐鲁交通等一批主业相近的企业联合
重组，并将分布在10多户省属企业中
的非主业文化旅游、医养健康资产以市
场化方式重组整合……今年从中央到
地方，国企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掀
起高潮。

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截至今年
10月 12 日，中央企业累计实施混改
4000多项，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1.5
万亿元。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中混合
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已经超过70%。
同时，央企数量从2015年的106户调
整至百户以内，主业处于石油石化、电
力、通信、军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企
业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占中央企业的比
重均超过90%。

组合拳 央地国企定目标发力上市

国企改革提速加力，多层次资本市
场无疑是重要平台。

推动国有上市公司通过整体上市、
并购重组等市场化方式实现资产整合；
支持优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上
市融资；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
高于50%的国有控股公司引入持股5%
及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
与公司治理……深交所近日研究制定
服务国企改革专项工作方案，16项具体
工作安排浮出水面。

这背后是今年上市国企质量不断
提升。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
日，国资委系统控股上市公司共1024
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约为
25.25%；国资委系统控股上市公司市值
超20万亿元，占A股市场总市值比重
超过30%。

从10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鼓
励和支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上
市，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明确要通过推
动国有企业的上市以及围绕上市进行
各种改革……一系列行动纲领次第推
出。

据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副局
长谢小兵透露，国资委将重点引导企业
在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优化
产业布局和提高运行质量、提升规范运
作水平和价值实现能力三个方面下功
夫。他表示，不仅要优化存量，进行资
产注入、推动专业化整合等，还要做好
增量，鼓励部分企业分拆上市，“双百行
动”“科改示范行动”部分试点企业也将
是下一步推进上市的重点。

从各地已出台的相关文件来看，积
极利用资本市场推进改革也是重点任
务之一。境内上市公司超过500家、全
国排名第二的浙江省近日提出，“十四
五”时期，将分层分类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推动产业向专业化集中、资产向上
市公司集中。而按照山东省属企业改
革总体目标，到2021年底，30家省属企
业按净资产计算的资产证券化率要达
到70%。

新突破 多领域改革红利释放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

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业内
人士认为，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加
快实施，2021年混改、重组等重点改革
将有新突破，诸多红利可期。

据了解，深化国企混改的实施意见
正在研究制定，以打造混改政策的升级
版。而11月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的意见》。

“未来混改将会向更深层次，更长
链条、更全领域推进，以点带面推动国
企改革实现新突破。”国家发改委经济
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现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他进一步解释，首先从层级上看，
集团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有更
大力度，从集团层面落实中央改革政策
的措施也更加精准和有效。其次，从路
径上看，将以兼并重组、核心资产上市、
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导基金的产权
改革以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
并举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借助于市场
化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优化布局与调
整。此外，从重点领域和覆盖面上看，
推进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持
续加大，石油、天然气、电网、电信、公用
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有
望提速升级，行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
会进一步提升。

刘兴国对记者表示，明年在分层分
类多路径深化推进混改的同时，还将继
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此外，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
有资产监管体制，将会有更多企业加入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

经济参考报

新突破！多领域国企改革扩围升级 红利加速释放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北京时
间12月17日1时59分，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成功着陆（如图），标志着我国首次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

嫦娥五号探测器于11月24日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
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实施2次轨道
修正、2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圆
轨道。此后，探测器经历组合体分离、
环月降轨及动力下降，着陆器和上升
器组合体于12月1日在月球正面预选

区域着陆并开展采样工作。12月 3
日，上升器点火起飞、精准入轨，于6日
完成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之间的
交会对接及样品转移，此后按计划分
离并受控落月。12月12日至16日，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在完成2次月
地转移入射、2次轨道修正后，返回器
于12月17日与轨道器分离并重返地
球。

国家航天局专家表示，嫦娥五号
探测器在一次任务中，连续实现我国
航天史上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

球轨道交会对接、带样返回等多个重
大突破，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步走发展规划画上了圆满句号。同
时，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
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成
功实现了多方面技术创新、突破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对于我国提升航天技
术水平、完善探月工程体系、开展月球
科学研究、组织后续月球及星际探测
任务，具有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重要
意义。

中国网

嫦娥五号成功着陆回收 中国圆满完成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

国家统计局12月15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至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05374亿元，同比增长11.5%，比1至
10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87792亿元，同比增
长15.7%。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
敏介绍，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

类和用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2.9%和17.1%，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在“双十一”购物节等线上活动和新品
上市等因素带动下，与网购有关的商
品零售增速明显加快。11月份，限额
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2.3%和43.6%，
增速分别比10月份加快14个和35.5

个百分点。
在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的同

时，实体店铺零售持续恢复。数据
显示，1至11月份，限额以上超市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百货店、专
业店和专卖店商品零售额降幅继续
收窄。

新华社

买买买！前11个月全国网购超10万亿元

记者12月16日从北京市医疗保
障局获悉，为提高定点医疗机构结算
效率，在确保社会保障卡就医结算流
程不变的前提下，北京将于2021年1
月1日起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
相关认证渠道自即日起已正式开通。
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国首座医保电
子凭证就医结算覆盖全部参保人员、
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全部费用类型的
城市。

北京市医保局12月15日发布的
《关于开展应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
算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通过对

北京市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实现实时联网读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历史待遇信息，将于2021年1月
1日启用医保电子凭证进行就医结
算。自即日起，北京市参保人员可随
时通过北京市认证的渠道平台对本人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激活，如北京通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等。

北京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应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第一步
是在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实现线下
结算，即可凭医保电子凭证进行扫码
就医，社保卡将不再是就医结算的唯

一凭证。下一步，还将逐步实现医保
电子凭证的院端线上直接结算。参保
人员利用试点医疗机构App，绑定医
保电子凭证，使用手机即可进行互联
网线上医保费用的结算，无须再到窗
口缴费。

据介绍，为确保此次医保电子凭
证顺利落地，北京市区医保部门已进
行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包括医保核
心数据“上云”，北京市2900余家定点
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市区医
保部门现场技术验收和业务验收等。

新华网

明年1月1日起北京将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

“警察叔叔，我在网上被人骗了
好多钱啊……”12月14日，在高新区
含谷镇某高职院校就读的女孩小莉
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含谷派出所报警，
称自己在网上刷单，本来想挣点零花
钱，谁知不但没挣钱，反而被诈骗了
10000多元。

原来，小莉是该校新生，前不久
有人在自己所在的新生QQ群里发消
息，称可以刷单挣钱。一番犹豫后，
小莉还是加了那人QQ，对方在QQ
上给了小莉一个网址链接，并称自己
可以免费当小莉的“师傅”，手把手教
小莉挣到钱。

“师傅”让小莉点开链接下载某
APP,小莉将该APP下载下来注册
后，便准备开始刷单，但APP却弹出2
条提示，一是要刷满30单才能提现；
二是不能刷价格高于账户余额的单
子。小莉的账户一分钱没有，根本刷
不了单。此时，“师傅”十分贴心地帮
小莉出主意，说自己今晚有事刷不了
单，提出把自己的账号给小莉，让其
帮忙刷30单，完了给她提成。小莉心
想这样正好，反正不用自己投钱进
去，欣然同意了。不一会儿30单便迅
速完成，此时“师傅”的账户上瞬间返
现了400多元钱。随后，“师傅”发来
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的是自己的
银行账户转账给APP客服35元。“师
傅”让小莉将这张截图发给该APP客
服，当小莉再次登录自己的账号时，
发现自己账户上果真多了35元“启动
资金”。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小莉觉得这
次遇到了“无本万利”的好“兼职”，于
是便放心地用自己的账户在APP上
刷单，前几次刷单，系统派送过来的
都是10几块、20几块的单，很顺利
地，小莉的账户上多了几毛的返现。
可刷到十几单时，系统派过来一个42
元的单子，小莉的账户上却只有32元
不到，“师傅”告诉其往里面充值10块
钱，让账户余额和刷单金额对等便又
可以刷了。想着金额也不大，小莉便
往账户充值了10元。随后系统又派
过来几个小单，小莉也顺利地刷了。
谁知越往后，越接近30单时，系统派
单的价格越来越贵，有1000多的，小
莉犹豫了一下，便充值了；不多一会
又派过来一个4000多的，小莉咬咬牙
也充值了；最后再派过来一个1万的，
小莉犹豫了，可看着自己账户上“即
将可以提现”6000多元时，小莉便向
室友借了6000多块充进去了。这一
来二去，小莉前前后后竟往里打了1
万多元。

事后，室友发现有异常，便询问
起她借钱缘由，小莉这才说出事情真
相，并在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派出所
报警。现此案正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陌生链接不要点开，更不能随意下载
各类来路不明的APP。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刷单吗？ 无本万利那种！”
千万别动 那可是吞金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