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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年末，国务院和多个部委密
集研判经济形势，释放出重要的政策
信号。11月18日，国务院经济形势专
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指出，今年以来，我
国发展遇到疫情多地散发、严重洪涝
灾害、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电力煤
炭供应一度紧张等多重挑战。会议认
为，经济总体稳步恢复，可以实现今年
主要目标，就业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不过，会议也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
压力，要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平稳运
行面临很多挑战。

座谈会明确，继续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强化“六稳”“六保”特别是保
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增强宏观政
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推进改革开放，
做好跨周期调节，推动经济爬坡过
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和就业
大局稳定。

事实上，近期以来，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也
在密集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为做好年
末岁初经济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社科院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年末需要为来
年经济工作和政策选择做好准备，调
研多是正常的。今年形势确实较为复
杂，密集调研可以收集更充分的信息
用于决策。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
观分析师罗志恒表示，临近岁末年初，
需要对明年经济形势做出预判并提前
储备政策工具，做好政策跨周期调节
也必须考虑到当前和明年的形势，做
好政策衔接，此时摸底调研经济形势

为常规动作。今年此时确实面临包括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新的情况和问
题，调控难度增加。

专家表示，从目前释放的信号来
看，有效应对新的挑战，继续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成为重中之重。其中，
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减负、推进改革
开放等举措激发上亿市场主体活力。

国泰君安宏观首席分析师董琦表
示，当前，稳增长的信号愈强，强化“六
稳”“六保”，对就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
升。“跨周期政策应打好应对的提前
量，从防风险逐渐开始向稳增长转化，
助力未来就业稳定。未来两个季度左
右，稳增长的政策信号将陆续增多。”

在罗志恒看来，目前释放出的信
号，一是肯定来之不易的经济运行
成绩的同时，看到经济仍存在下行
压力和挑战。二是重点从两个大的
方向去稳住经济运行，即通过改革
开放以及制度性减负激发微观市场
主体活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重在
稳定预期，创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
境；制度性减负比如减税降费、保障
电力供应稳定以及缓解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对下游企业的压力，重在切
实解决企业经营困难，增强抗风险
能力和盈利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对记者表示，
今年经济恢复呈现“前高后低”态势，
保持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做好今明
两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衔接至关
重要。“通过跨周期调节，能够聚焦经
济中长期发展目标，保持政策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稳定社

会预期，保障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
发展。”

“稳定外贸出口、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缓解原料成本上涨压力、推
动企业创新，旨在着力解决或帮助
市场主体应对困难挑战。”杨志勇
表示。

董琦表示，后续宏观政策将围绕
市场主体展开，政策抓手主要锚定中
小企业、煤电企业和碳减排相关企业。

针对中小企业，预计后续在继续
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
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支小再贷款的基础上，出台更优
惠的再贷款措施，以定向缓解中小企
业经营压力。对于市场主体的阶段
性减税降费会加大支持。针对煤电
企业的政策核心是解决冬季电力稳
定供应问题，保供稳价将延续。针对
碳减排企业，央行已出台碳减排支持
工具和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再贷款。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也将按照更具前瞻性和
针对性的要求进一步发力。例如，
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务院明确，研
究采取新的组合式、阶段性减税降
费措施。

罗志恒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
下，宏观调控要从供需两端同时发
力，各部门出台政策要更加协同形成
合力，避免政策效果互相对冲。具体
到财政政策：一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落实前期减税降费和缓税政
策；二是优化债务结构，尽快下发明
年专项债额度，尽快发行专项债并储

备项目；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
施绩效管理，提高支出效率。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 2021 年
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处理好经济发展
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做好跨周期调
节，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
济发展韧性。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张旭表示，“稳”字当头的货币政策取
向并没有发生变化。在2021年第三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民
银行清晰地阐述了对于不同层次流
动性的调控思路，其中都体现了对

“稳”字当头的坚持：对于狭义流动
性，要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
枢上下波动，这是“稳”；对于广义流
动性，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
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同
样是“稳”。

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王志刚认
为 ，要 继 续 实 施 大 宗 商 品 保 供 措
施。同时，要促进有效投资和改善
消费需求，促进内循环畅通。围绕
促进有效投资，需要转变传统的基
础投资方向，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的
需要，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此
外，要完善基建领域投融资机制，发
挥政府投资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
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新基建领域；
大力推广基础设施 REITs 等资产证
券化模式。

经济参考报

部委年末密集研判经济形势 释放重要政策信号

11月20日，在重庆开幕的2021重庆英才大会上，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经人社部批复设立
的我国首家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旨在助力重庆加快集聚数字经济人才，优化数字经济人才流动和配置，打破数字经济产业
创新发展瓶颈。到 2025 年，该市场将力争打造成高端数字经济人才培育基地、全国数字经济人才输送交流平台。

新华网

我国首家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揭牌成立我国首家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揭牌成立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消息称，近
段时间以来，受强降雨和低温等不利
天气影响，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出现阶
段性波动；因煤炭等能源产品和大宗
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传导等原因，部分
地区、一些日用消费品价格也出现一
定幅度上涨。不过，与全球其他主要
经济体物价普遍“大涨”相比，我国物
价水平总体处于可控范围。

粮食库存总量充足 处于历史高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处处长康敏介绍说，我国粮
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
不仅地里有货、生产稳定，库中有货、
储备充足，架上有货、品类丰富，而且
产销衔接畅通、道路运输畅通、终端配
送畅通，民生商品价格平稳运行有坚
实基础。

“地里有货”是指今年我国粮食产
量将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为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奠定了坚实基
础，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3亿亩，
预计未来三个月蔬菜供应量有望达到
2亿吨，同比增加700万吨，可满足每
人每天3斤菜的供应量。

“库中有货”指的是，当前粮食库
存总量充足，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
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占总库存的70%以
上，小麦库存可以满足一年以上的消
费需求。

另外，各地农贸市场、超市货架上
粮油、蔬菜等等产品货源充足，各类产
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完全能够满足
群众消费需求。

煤炭调度日产量连续创历史新高

针对前期煤炭价格大幅上涨问
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取
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价格司价格监测调控处
副处长朱晓海介绍，近期，煤炭等
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动力煤期货价
格由 10 月中旬的每吨 2000 元左右
降到近日的 800 元左右，降幅高达
60％，部分工业原材料价格也明显
回落。

在保障供应方面，相关部门大力
推进煤炭增产增供，加速释放煤矿优
质产能，全国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
持续增加，煤炭调度日产量已稳定在
1200万吨以上，连续创下历史新高；
电厂和港口存煤加快提升，每日电厂
供煤大于耗煤的规模已经超过200万
吨，11月14日电厂存煤达1.29亿吨，
11月底有望超过1.4亿吨。

在增产保供的同时，稳定价格方
面，及时研究价格干预措施，开展煤炭
企业生产成本调查，规范市场主体行
为，强化市场预期管理，研究完善煤炭
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

理区间。

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稳定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月
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表示，
从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以来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稳定，这是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的主要表现之一。价格水
平的变化趋势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
性体现。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是保障民
生、保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的重要基础。

从市场价格看，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研究员郭
丽岩表示，随着各项保供稳价措施
落实到位以及秋冬蔬菜茬口转换逐
步完成，加之近期天气晴好气温回
升、叶类菜上市加快，蔬菜价格出现
回落，其中前期涨幅较大的鲜嫩蔬
菜价格降幅明显。农业农村部监测
的 2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有所回
落，其中菠菜、油菜、黄瓜批发价格
降幅接近20%。国家发展改革委监
测的 36 个大中城市 15 种蔬菜平均
零售价格也出现回落，其中黄瓜、油
菜价格降幅达10%左右。鸡蛋价格
近日也有所回落。

北京青年报

国家发改委：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运行

11月 21日，中央气象台寒潮、暴
雪、海上大风三警齐发。受新一轮寒潮
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正在经历大风降
温天气。这次寒潮天气有哪些特点？
影响几何？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
翀为你解答。

成因：西伯利亚冷空气组团南下

前期，乌拉尔山地区存在一高压
脊伸向极地附近，脊前的西北气流引
导极地冷空气南下，并在西伯利亚地
区积聚。随着乌拉尔山高压脊以东的
低槽东移，冷空气也不断东移南下，形
成了这次影响我国的寒潮过程。

方翀说，冷空气在东移南下过程
中，一方面，直接南下与南方地区的暖
湿空气交汇形成降水；另一方面，低槽
不断加深并在槽前底层形成锋面气旋，
在气旋前部不断有暖湿空气输送至东
北地区，冷暖空气在东北地区交汇，将
形成暴雪。

特点：影响范围大、冷空气移速
快、天气系统复杂

中央气象台在11月21日发布的
寒潮蓝色预警显示，21日至23日，我
国中东部地区将有4级到6级偏北风，
阵风7～9级，气温下降6℃到10℃，其
中，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2℃，局地
14℃以上。

对此，方翀指出，这次寒潮过程影
响范围大，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天气系
统也更加复杂。

冷空气东移南下后，将迅速横扫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
温和降水过程。其中，南方降温幅
度略高于北方。这主要是因为南方
前期气温较常年略偏高，降温幅度
相对大一些。

此次寒潮移动速度较快，21日早

晨寒潮前部还处于华北北部，到夜间
就会影响到华南。方翀说，寒潮移速
快主要跟天气形势有关。这次过程
中，冷空气移动速度比上一次寒潮快，
这跟中低层引导气流的强大“推力”有
很大关系。

此外，寒潮影响下的天气系统也相
对复杂。比如，东北地区有暴雪、大暴
雪，甚至局地特大暴雪；南方地区有小
到中雨；华北北部可能出现扬沙或浮尘
天气。可以说，天气舞台上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格局。

两次寒潮对比：缺乏水汽，这次华
北地区没有明显降雪

华北地区市民大多对11月初寒潮
过程带来的降雪印象深刻，而这次为何
华北地区没有明显降雪？

方翀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
次寒潮过程中，从蒙古国延伸至我国
的低槽槽底比这次更偏南，低槽底部
和前部的西南气流会携带暖湿空气，
并输送到华北地区，形成降雪。此外，
在上次过程中，东海附近有一个热带
系统，其北侧的东风和东南风持续输
送水汽到华北地区，这也是降雪形成
的有利因素。

而这次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水汽被
输送到华北地区，即使温度已经降到很
低，也没有明显的降雪。

防御建议：能源、交通、农业
等需做好应对

针对这次寒潮过程，方翀建议，相
关部门应注意降雪、降温、大风对交通、
农业、城市运行、能源供应等的不利影
响。受寒潮影响，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
著偏低，随后气温又将持续回升，近期
气温震荡多变，公众应及时调整着装，
谨防感冒。

成都商报

寒潮、暴雪、海上大风三警齐发 影响如何？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1 至 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526 亿元，同比增长 14.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8.2%，财政收入
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93961 亿元，同比增
长 2.4%，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
保障。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665亿元，同比增长15%；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6861亿元，同
比增长14.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支出同比增长0.8%，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7%。教
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支
出增长较快。

从税收收入看，1至 10月全国
税收收入 15650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0.6%。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
同比增长 15.1%，企业所得税同比
增长 14.9%，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21.1% ，进 口 环 节 税 收 同 比 增 长
21.8%。

截至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新增
债券发行35130亿元，其中专项债券
27578亿元，发行进度为76%，主要用
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领域项
目建设，有力发挥了专项债券对有效
投资的拉动作用。

人民日报

前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14.5%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发生猝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黄鹤教授
说，大多由室性心律失常造成。室
性心律失常只是心脏乱跳中的一种
表现。

正常心跳每分钟60-100次

心脏被誉为人体的发动机，它把
通过肺氧合过的、携带丰富氧的血液
泵到全身，滋养全身的器官组织，昼
夜不停。黄鹤教授告诉“涨健识”，泵
的这个动作需要有节律地收缩和舒
张，心脏有节律地收缩和舒张表现出
来的就是人体的脉搏和心率。

“我们的心率在正常静息状况下
有一个区间，比如说从 60次每分钟
到100次每分钟，这都是我们可以接
受的一个范围。”黄鹤教授特别指出，
在特殊情况下会超出这个范围，跳得
更快或更慢。

我们在夜间睡觉或者日间休息
的时候，身体的其他器官不太需要更
多的供血，心脏就可以不用做那么多
功，会跳得慢一些。有的人在夜间心
率会降到每分钟 50次左右，黄鹤教
授告诉“涨健识”，“这也是可以被允
许的”。

与慢相对应的是快，人在激动或
运动时，心率可以到 150 次每分钟，

“这个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黄鹤教
授强调，60次每分钟到100次每分钟
是一个正常的心跳区间。

心脏跳快了慢了都叫心律失常

正常的心脏跳动是有节律的，像
音乐节拍一样，非常整齐。黄鹤教授
告诉“涨健识”，人在静息状况下心跳
过快、过慢或者乱跳，在医学上统称
为心律失常。

给心律失常找原因，有这样几
种：先天性的原因，从娘胎里就带来
了，有的人很小就会发作，有的人到
了老年期才发作；心肌缺血、冠心病
也会导致心律失常；随着年龄的增
加，人体器官组织如心肌发生了退化
或者病变带来一些心脏的紊乱，这是
老年人心律失常最常见的原因。

心律失常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
龄段，由于心律失常的种类不一样，
与此相对应的发病人群和发病概率
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心律失常是快
速性的，医学上叫阵发性室上性心
动过速，多见于中青年人群；房性心
律失常，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会更
高一些；室性心律失常，在缺血性的
冠心病患者中多见。大家耳熟能详
的早搏，可见于各种年龄段的病人。

“室性心律失常是最危险的，因
为它可能带来猝死。”黄鹤教授告诉

“涨健识”，我们常在新闻中得知马拉
松选手在一些比赛时倒地猝死身亡，
大多是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失常
——室性心律失常。

抢救室性心律失常发作最重要
的常规手段是体外除颤。如果这类
病人有幸被抢救过来，就要在病人的
体内植入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叫埋藏
式自动除颤仪(ICD)，一旦病人再次
出现猝死，这个装置可以像体外除颤
仪一样起到除颤的作用，及时挽救病
人生命。

眼前一黑，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了

心脏最大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
向全身泵血。如果心脏出现了心律
失常，泵血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完
成，会在躯体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症
状。黄鹤教授特别向“涨健识”描述
了两种不易觉察的症状。

心慌：心律失常发作时，最轻的
感觉是心慌，这个心慌有跳得快的
慌，跳得慢也是一种慌。这个时候可
以摸摸自己的脉搏，或者用测量血压
的仪器测测心跳，还有现在有些腕带
式的手表，也有记录心脏跳动的功
能。

心悸：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症
状，有一点点闷，甚至还有一点点痛，
就是描述不清楚，这是一个更宽泛的
范围。

如果心律失常跳得更快了或者
更慢了，可能会出现眼睛发黑，医学
上叫黑朦。如果出现了黑朦，那心律
失常的程度相比上面两个症状要严
重一点。如果晕倒了，那么心律失常
的严重程度在黑朦的基础上更严重
一步，因为心律失常已经造成了脑部
的缺氧缺血。

心律失常的最严重后果是猝死。

心律失常预防控制方法

心律失常可以通过自身管理来预
防和控制。黄鹤教授告诉“涨健识”，
引起心律失常的因素有很多，实际上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和管理这些因素来
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病率。

管理情绪：不要太激动，尤其是合
并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平时要控制
好自己的情绪，不让情绪大起大落。

作息有规律：生活习惯要有规
律，比如说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
早起、什么时候运动，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生活规律，一旦打破这个规律，
就会引起包括心律失常在内的、与心
脏相关的一些疾病。

饮食合理：酒精、咖啡、浓茶都有
提高心率的作用，长期大量饮用也可
能引发心律失常。

定期体检：很多疾病不一定有症
状，体检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通过
体检可以发现很多基础疾病，如血
压升高、代谢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疾
病的基础发病因素，如果早发现早
治疗，临床上这些冠心病、心律失常
就会减少。

武汉晚报

心跳过快或过慢都不好！心律失常严重可能致猝死

从 11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世
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论坛上获悉，到今年 9 月底
我 国 汽 车 保 有 量 达 到 了 2.97 亿
辆，年底将超过 3 亿辆，预计“十
四五”期间将保持年均 4%的增
长速度。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师建华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汽
车产业发展成绩亮眼。我国汽车市
场规模全球最大，汽车产销量、保有
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到今年
9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2.97亿
辆，年底将超3亿辆。

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新
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正在不断提
升。尽管受到局部疫情和全球芯
片供应紧张等影响，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也依然在刷新着历史记
录，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纷纷向中国
聚集，在研发体系建设、产业供应
链培育、衍生业务拓展等领域全面
扩展。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1至
10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
同比均增长约1.8倍。截至目前，新
能源汽车在汽车销量中的占比已经
达到了11%，11辆车中就有1辆是新
能源汽车。

新华网

今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超过3亿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