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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外贸领域热点问题做了介
绍。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实现较
快增长，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这主要得
益于外贸创新发展的动能转换加快、国际市场
需求回暖、国内经济稳中有进带动进口持续增
加、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等多种因素。

从今年 1—10 月份的情况来看，以美元
计，我国主要的进出口市场中，对欧盟、美
国、东盟、日本、金砖国家的进出口额占全国
外 贸 总 额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14.7% 、 13.7% 、
12.7%、7.1%和 7.7%，这几个市场的增幅分别
为 12.9% 、 12% 、 18.5% 、 10.6% 和 22.7% 。 其
中，除个别市场以外，进口的增幅均大于出口
的增幅。从趋势上可以看出，中国外贸市场多
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个别市场的波动对整体

外贸发展的趋势影响有限，特别是中国进口潜
力正在逐步释放。

对于明年的外贸形势，高峰强调，中国外
贸发展仍然具备有力支撑。“从内部看，随着我
国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
国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创新发展
的动能将进一步积蓄，进口潜力将进一步激
发；从外部看，虽然外部环境面临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但经济
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球主要市场的需
求仍在增长。”高峰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10 月份的最新报告对 2019 年全球货
物和服务贸易总量的预测值虽有所下调，但
仍预计增长 4%，超过全球经济增速 3.7%的预
测值。

针对外贸领域存在的“抢出口”现象，高
峰表示，这可能存在于个别受到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影响的出口市场，但总体上看，
这种现象不是今年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的
决定性因素。

“我们将密切关注外贸形势的变化，对于国
际上可能出现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以及我国企
业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将继续通过深化‘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
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推
进市场多元化等措施，推动我国外贸向高质量
发展。”高峰说。

高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
增长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带动的结果，随着市
场多元化加快，进口潜力逐步释放等，明年外
贸发展仍具备有力支撑。

前10月新增就业1200万

“今年以来，我国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日前表示。

具体来看，核心指标方面：今年 1-10月城镇
新增就业累计达到 1200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9
万人。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同比
持平。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2%，
降至近年来低位。

重点群体就业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中有进，困难群体就
业援助力度加大。特别是前十个月，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新就业149万人，同比增加了2万人。

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方面：100 个城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
的求人倍率保持在1.25，环比和同比均有所上升。

“总体稳定，但就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中
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认为，
随着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以及国内就业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就业压
力仍然存在，稳就业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内就业工作的突出重点内容。

张义珍指出，为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
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国务院印发了

《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落实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今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要求做好

“六个稳”，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二是积极应对新
形势、新挑战。三是集聚形成促进就业的合力。

企业稳岗支持力度加大

本次出台的《意见》有许多“亮点”，其中在
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意见》提出
了一系列措施。

张义珍介绍，一是加大对企业稳岗的支持力
度。《意见》 提到，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
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同时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而且又有望近期
得到恢复的，加大返还力度。二是加大了对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小微企业
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力度。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 200万元提高到 300
万元。

与此同时，《意见》进一步扩大了部分政策覆
盖范围，比如 《意见》 明确提出各地可因地制宜
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就业见习补贴
范围由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24岁失业
青年，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
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调整至参保1年以上等。

“这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和劳动者享受到公共政
策福利。”莫荣说，此外，一些政策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扶持力度。比如对符合申请条件
的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担保贷款可申请额度由原
来的 10 万元提高到不超过 15 万元。提出支持稳
定就业压力较大地区可以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
费提供经营场地，支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
训等。

将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就业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见》突出强调在做好就
业工作方面要做好政策的协调落实，发挥各方面
积极性。”莫荣表示。

张义珍介绍，“目前，我们已经会同发改委、
财政部出台了 《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
指导意见》，也印发了《关于开展2019年全国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作为国务院文件的配
套措施。除此之外，我们以及相关部门还会有一
些配套措施陆续出台，细化相关要求，形成各个
部门各负其责、统筹推动的局面。”

莫荣指出，在政策主体上协调中央与地方、
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关系，要强调发挥企业、劳动
者和高校及各类市场主体作用，《意见》提出支持
各类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普通高等学校、职
业培训机构和符合条件的企业承担失业人员职业
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就业观。同时，还特别明确
要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的社会责任，形成共
同推进就业工作，保持大局稳定的合力。

“相信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
策，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发挥各方
积极作用，将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就能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
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
的就业。”莫荣说。

“促就业15条”惠民生稳预期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外贸市场日趋多元化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
的若干意见》，从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措施，稳定和促进就业。相关
人士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压力仍存在。本次出
台的《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为确保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
障，企业和老百姓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好。

本报北京12月6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 6 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2019年1月5日0时起，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客
货运输能力显著提升。调图后，全
国铁路共开行动车组列车日常线
2847.5对、周末线221.5对、高峰线
382.5对，对应日常运行图开行动车
组列车 2847.5 对、周末运行图开行
动车组列车3069对、高峰运行图开
行动车组列车 3451.5 对，高铁运输
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9%。

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开通10条铁
路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 2500
公里。新线投入运营后，部分城市
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进一步压缩。哈
尔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3小时，北
京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8小时57分，

牡丹江至北京间全程压缩 6 小时 57
分，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缩2小时21
分，沈阳至承德间全程压缩8小时23
分，北京南至青岛间全程压缩 58 分
钟。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81对公益
扶贫“慢火车”继续开行。

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主要货
运通道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铁路
部门将继续实施“六线六区域”货
运增量战略。六线即大秦线、张唐
线、瓦日线、侯月线、西合线、兰
渝线；六区域即山西、陕西、蒙
西、新疆、沿海、沿江。

此外，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贸易需求，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调图前的65列
增至 68 列，中亚班列由 30 列增至
33列。

本报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叶
子） 12月6日，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
我国首套军民融合核安全级DCS平
台——“龙鳞系统”（NASPIC）正式
发布。这一平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已通过最高等级的功能安全认
证，部分关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龙鳞系统”具备“走出去”条件，
有助于我国核电技术实现整体出口。

数字化控制系统 （DCS） 被称
为核电站的“中枢神经”系统，其

中核安全级DCS作为DCS的关键组
成部分，用来完成事故工况下反应
堆安全停堆、专设安全设施驱动等
功能，限制或减轻事故后果，保障
反应堆及人员安全，是核电站安全
运维的关键。

“龙鳞系统”包括主控制站、安
全显示站、网关站、工程师站等，
目前在软件和系统集成方面已经实
现 100%的国产化，具有高安全性、
高可靠性的特点。

本报北京12月 6日电 （常亮）
河北省辛集市多家企业日前与宝斯
卡 （商丘） 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引进制革废液循环利用工
艺。该技术已获得14项国内外发明
专利，被中国皮革协会纳入 《制革
行业节水减排技术路线图》，被工信
部和环保部共同列入 《水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方案》。

30 多年来，宝斯卡一直秉承
“以善为本，回报社会”的理念，长
期致力于制革废液循环利用技术的
研发推广，与四川大学、陕西科技
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国内一流制
革学术院校共建实验室，推动江苏
徐州、山东菏泽、福建漳州、河北
黄骅和东明等多地制革行业完成设
备改造，投入大生产应用。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加工蔬菜出口忙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大高镇为农服务中心自2016年成立以来，实现年加

工速冻蔬菜 2000余吨，出口额达 1000余万元。目前，为农服务中心每天从位
于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省的蔬菜基地进货，经过初拣、分割、清洗、漂烫、冷
却、速冻、包装，全部运到青岛口岸，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泰国等地。图为为农
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分拣菜椒。 贾海宁 刘国青摄

中核“龙鳞系统”正式发布

制革业治污技术有新突破

流动接访听民声
今年以来，江苏省东海县纪委监委创新设立“流动接访站”，组织信访

室、纪检监察室、乡镇纪委等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乡村，当场受理群众关心
的低保、扶贫等领域的来访，实现服务群众、倾听民声零距离。图为 12
月 5日，东海县桃林镇纪检监察干部在一广场设立流动接访站，接受群众
来访。 朱秀文 杨 甜摄

12 月 6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剪纸社团开展
“迎大雪节气 巧手剪窗花”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
作“大雪”节气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感受传统民俗节气文化的独特魅
力。图为师生在制作“大雪”节气剪纸作品。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剪窗花 识节气

据新华社大连12月6日电（记
者白涌泉）中国民航首条对外空中大
通道——中韩空中大通道6日建成启
用。由韩国飞往荷兰的KL856次航班
当日凌晨在民航大连管制区实现了大

通道启用后首次地空对话。
作为渤海湾主要的空中国际干

线，A326航路是我国连接欧洲与日
韩的重要空中走廊，也是亚太地区
航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韩空中大通道建成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