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闻·财经要闻·财经2019年12月4日 星期三

财
经
财
经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12月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
国资委、全国工商联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的

“2019·中国企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在京举
行，来自相关部委、企业界、学术界等近500人参
加论坛。在论坛上，由中国报道杂志社联合当
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凯度公司等单位共同编
写的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 2019·拉美
版》正式发布。

据了解，此次调查在阿根廷、巴西、智
利、墨西哥、秘鲁五国展开。调查访问样本共
计2500个，每个国家500个样本，采用在线问
卷填答的调查方式。调查显示，拉美民众对中
国企业总体印象良好。有73%的受访者对中国
企业印象良好，有80%的拉美受访者认为本国
与中国的关系“重要”，高达 94%的拉美受访
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 10年将持续保持增长，
高达88%的受访者对中拉各领域的合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

总体来看，拉美五国受访者普遍认可本国

同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对中国企业在拉美
参建项目予以好评，认同中国企业对本国经济
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并期待中国企业未来更
多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参加当地公益活动。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企业是
国家经济、外交、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国
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要主动
承担展示国家形象的使命责任，因此要全面打
造软硬实力相匹配的世界一流企业。翁杰明
说，当前国有企业海外形象建设要求愈加紧
迫，要探索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话语体系，创
新企业海外形象传播方式，团结更多知华友华
力量。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说，随着中国实
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改革开
放，民营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形象，不仅对企
业自身长远发展有重大意义，对中国国家形象
的提升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李兆前认为，提升

民营企业海外形象，需要民营企业增强自身核
心竞争力，首先要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归根
到底在于技术原创、品牌价值、管理能力等核
心竞争力的提升。

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局长张雁彬指出，在不
断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企业日益成为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融相通的重要载体，
成为认识理解中国、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窗
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内外兼修，做好
形象建设才能行稳致远。中国企业进一步提升
海外形象，要看清未来世界发展变化的方向、
力度和速度，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质量
和信誉为核心提升竞争力，加强企业形象和品
牌宣传谋划，提升“口才”讲好企业故事。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表示，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一带一
路”建设的扎实推进，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
球经济发展，越来越多重要企业以多种方式走
向海外、拓展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19·拉美版》在京发布

拉美民众对中国企业总体印象良好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19·拉美版》在京发布

拉美民众对中国企业总体印象良好
本报记者 王俊岭

1193 万人，提前两个月！就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
成绩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1 至 10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93 万人，提前
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专家指
出，稳就业居“六稳”之首，接下来还要充分认识到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继续实施好就业优先政
策，尤其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促进比较充分就业。

失业率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就业表现呈现强势。
主要指标，1-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

人，提前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的目
标。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上月下
降0.1个百分点，低于5.5%的预期控制目标。

重点群体，10月份，20-24岁之间的大专以上的高
校毕业生失业率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以上。1-10 月份，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5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人数148万人，超出全年目标任务18万人。

市场供求，三季度，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市场求人倍率为1.24，市场运行基本平稳。

全国提前实现目标，各地也连传就业“捷报”：
1-10月份，河南省城镇新增就业 113.53万人，提前超
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截至 10月底，河北省城镇新增
就业 87.06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6.19 万人，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 10.96 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2.42%、109.11%、109.6%；四川省前三季度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85.5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100.6%……

“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增
就业能提前两个月实现全年目标，而且城镇调查失业
率还保持下降，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可以说就业形
势是稳定向好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张丽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灵活就业人数攀升

为何能稳住？“经济总量扩张、结构调整、创业创
新的作用和稳就业政策持续发挥效应的作用，是目前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形势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
因。”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据统计局测算，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
业 200 万人左右。目前 6.2%的增速能够带动 1100 万到
1200 万人的就业总量。此外，这些年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在巩固，服务
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到 2018年，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已经上升到52.2%，每年都在提升。

张丽宾指出，当前用工情况也在发生着重大变
化，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加快发展，对就业的
贡献越来越大，推动灵活就业人数占比不断提升。

今年4月份，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工程技
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等 13个新
职业，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例如，有关机构预测未
来五年电子竞技员人才需求量近200万人。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
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增
速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美团点评等联
合发布的 《2019 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 指
出，新经济的发展为就业者提供了更多新兴职业，吸
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就业优先持续发力

“今年我们把就业优先政策放在宏观政策层面，党
和政府非常重视促进就业工作，这个效应在持续显
现，尤其对解决重点群体的就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刘爱华说，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 9 月份的
5.2%下降到 5.1%，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校毕业生
就业情况逐步好转。

围绕就业优先，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今年 5 月
份，中国确定使用 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2019 年培训 1500 万人次以
上，三年内培训5000万人次。

张丽宾认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面向职工，兼顾
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
和就业创业能力，符合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接下来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此外，社保降费等一
系列援企稳岗政策的出台与落地，进一步降低了企业
成本，促进了企业用工稳定。”

根据人社部数据，社保降费成效显著，1-9月共降
低社会保险费2725亿元。稳岗返还政策加快落地，1-9
月共返还失业保险费 275 亿元，惠及企业 75 万户、职
工3993万人。

“在就业优先政策的推动下，目前就业形势保持了
总体稳定。但接下来仍需考虑到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特别是要关注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劳动关系中的风险点，继续实
施好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比较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
发展。”张丽宾说。

提前两个月，新增就业实现全年目标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新华社乌鲁木齐 12 月 3 日电
（记者孙少雄） 今年以来，新疆外贸
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前 10 月对外
贸易进出口总值 1314.6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8.0%。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前
10 月，新疆对外贸易出口 1001.6 亿
元，同比增长 19.9%；进口 313.0 亿
元，同比增长63.1%。10月当月新疆
外贸总值 210.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83.9%，增速创年内新高。

乌鲁木齐海关分析，贸易结构继
续趋于优化，为新疆外贸稳中提质奠

定了基础。前 10 月，边境小额贸易
进 出 口 790.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2.6%；一般贸易进出口 428.1 亿元，
同比增长 28.6%；边民互市贸易活力
不断增强，增长显著。

同时，新疆主要贸易伙伴得到
巩 固 ， 对 哈 萨 克 斯 坦 贸 易 稳 居 首
位。今年前 10 月，新疆对哈萨克斯
坦 进 出 口 602.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8.2%；对吉尔吉斯斯坦、澳大利
亚、巴基斯坦、英国、阿根廷、越南
等国家进出口增势迅猛，呈现贸易对
象多元化势头。

前10月新疆外贸同比增28%

本报电（黄志斌） 日前，重庆市
忠县普（乐）水（坪）公路工程项目四标
段6号薄壁墩顺利浇筑完毕，标志着
该项工程正式进入水上施工阶段。

普（乐）水（坪）公路连接沪渝高
速普乐出口至重庆忠县长江大桥南
桥头，路线全长 10.01 千米，总投
资约 10 亿元，预计 2020 年 11 月主
体通车。

中建路桥集团普水公路项目负责
人王晓磊介绍说，东溪河大桥440米
长，是普水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有
28颗直径为 2.2米的桩基需要进行水
下开挖、浇灌，6个承台需要进行水
中浇筑。但长江上游较大支流的东溪
河，水深 80 米左右，暗流湍急，河
底岩石硬度高等因素为东溪河大桥水

下施工造成极大困难。为完成水中承
台浇筑，中建路桥建设者合理倒排工
期计划，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围堰分
流开创施工点，搭架平台建立工作
面，为后续薄壁墩浇筑等水上施工创
造了条件。

据了解，普水公路是重庆忠县贯
彻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长江
经济带建设，深化拓展五大功能区域
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十三五”规划落实和全县经济
发展、脱贫攻坚“先行工程”的重大
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促使忠县
交通运输由“跟跑型”向“引领型”
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忠县发展的“瓶
颈”问题，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
到引领和支撑作用。

普水公路进入水上施工阶段

本报北京12月 3日电 （记者常
钦） 记者3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
开的第四届全国林业产业大会上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 5.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我国主要林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保供
给能力不断提升，在促进精准扶贫、
繁荣区域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重大举
措加强资源培育、加快林业产业发
展，林业产业呈现规模不断扩大，发
展质量显著提高，新业态发展速度良
好态势。2018 年，我国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到7.63万亿元。各类生态旅游
地1.1万多处，生态旅游人数16亿人

次，综合产值 1.5万亿元。目前，我
国已建成100家森林体验、森林养生
国家基地和 12 条国家森林步道，生
态旅游吸纳社会投资总额达 1400 亿
元 ， 全 国 林 业 产 业 从 业 人 员 超 过
5000万人。

据介绍，此前，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出台了《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
2025 年，林草资源合理利用体制机
制基本形成，林草资源支撑能力显著
增强，优质林草产品产量显著增加，
林产品贸易进一步扩大，力争全国林
业总产值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50%以
上；林业旅游、康养与休闲产业接待
规模达50亿人次。

近年来，江西省宜
春市引导企业抢抓“一
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
发展机遇，助力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今年1至10
月份，该市实现外贸出
口总额达172.32亿元。目
前，当地各外贸企业正
开足马力赶订单。图为
宜春市万载县搏鹰实业
有限公司员工在赶制出
口海外的箱包产品。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近日，一批新
展品陆续亮相上海
科技馆，涉及物理
学、数学等科学内
容，互动探索体验
让身在其中的大朋
友和小朋友们流连
忘返。图为 12 月 3
日，小朋友与一组
辉光球展品互动。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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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江苏
省镇江市蔬菜研究所
今年引进的紫裔大白
菜试种成功，并将向
蔬菜生产基地和菜农
推广，助农增收。紫
裔大白菜口感鲜嫩，
外叶紫色，内叶紫红
色，含有丰富的花青
素、钙、维生素 C 等元
素。图为工作人员展
示成熟的紫裔大白菜。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紫裔大白菜紫裔大白菜 产品出口忙产品出口忙

前三季林业产业产值超5万亿前三季林业产业产值超5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