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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端牢“中国
饭碗”，在今年有着特殊意义。上半年，
我国夏粮生产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迎来十七连丰，给国家粮食安全、人民
群众端牢饭碗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采取
财政金融等多方面支持，以及全面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已经
初显成效。张立群表示，“六稳”“六保”等
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推动整体经济全面恢
复，宏观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为实现
全年的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企业是市场
的主体。上半年，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面临开工延迟、资金紧张、需求
萎缩等难题。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
扶，全年减税降费超 2.5万亿元，推动金
融机构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 1.5 万亿
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
饮、旅游等行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一系列聚焦“六稳”“六保”的政策密集
出台，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面对疫情“大考”，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为中国经济增添新动能。数据显
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分别增长 5.8%和 7.2%，其中电
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
资分别增长 32%和 21.8%，为经济回升
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诸多高新企业成为乌镇无界
数字产业园的“云端”企业，获得在线政
策宣导、融资融智、企业间线上合作共
享等服务。

7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
门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
见》，出台支持 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的硬举措：培育面向工业、农业、交通、
物流等领域的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建
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
业联动机制；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
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
术的“无人经济”……
“各项数据显示，我国新产业、新业

态呈现出比较高的成长性，成为中国经
济强大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张立群
说，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依靠创新驱动和超大规模国内市
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新兴
经济因素蓬勃发展。疫情冲击之下，这
些新生经济成分展现出蓬勃生机。

夯实信心

“六稳”“六保”持续发力

“六稳”“六保”，就业居首。
日前，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统计局发布互联网营销师、城市
管理网格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
9个新职业，主要聚焦预防和处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适应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
贫困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需
要的脱贫攻坚领域。

城市管理网格员——

“日常工作很琐碎，

但每一件都不能有丝毫

松懈”

“妈妈，爸爸又出门上班了吗？”近
日，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石梁子
社区居民舒东的女儿每天起床都会问
这样一个问题，她已经半个月没在早
上见过自己的父亲。暑假到来，前来
社区度假的居民越来越多，社区菜农
商贩占道经营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作为网格员的舒东每天凌晨四点半起
床洗漱，五点就开始一天的巡查。

舒东是仙女山街道的一名社区
网格员，主要工作职责是维护社区治
安秩序、化解矛盾纠纷、管理实有人
口、提供便民利民的服务等。每天清
晨，舒东都雷打不动地奔波在社区街
头巷尾，清理夜间垃圾，查看社区基
础设施设备情况。一圈巡视下来大
概要花费 1个小时。有时早上工作紧
张，他便改时间不改行程，提前一小
时出发巡视。
“日常工作很琐碎，但每一件都不

能有丝毫松懈。”舒东说。石梁子社区
是武隆区旅游景点的中心地段, 也是
游客往来的必经之地，疫情防控工作
压力非常大。舒东一直站在疫情防控
工作的第一线。

公共卫生交流群、综合治理交流
群、物管交流群……在舒东的手机里，
有 20余个这样的微信群，从早到晚都
在不停更新消息。舒东作为网格员不
仅要清楚地知道每一件事，还要做到
追踪跟进每个问题的解决情况。

今年 2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
名业主投诉小区进入了陌生人，在自
家隔壁开展多人聚会。接到投诉电话
的舒东立马联系小区物管，询问是否
有外来人员进入，核对投诉的真实
性。他回忆道，为了劝返聚会的那家
人，他在居民家门口站了 1个小时，多
番沟通才劝返外来人员。
“网格任务重，但每一天都过得很

充实。当感谢信多于家人的不理解，
当年底网格员评分全优，当走在小区
里居民说一句‘你来啦’……我就觉得
这份工作值了。”说完，舒东又一头扎
进满满当当的工作中。

互联网营销师——

把进军互联网平台

直播带货当成“第二次

创业”

7月 19日，周日，“水哥”李少华一
如往常赶到公司加班，为下午的直播

做准备。
李少华是上海一家净水设备销售

公司的董事长。今年 5月，在疫情倒
逼下，公司开通线上商店，李少华化身
网络主播，在镜头前直播带货。
“往左一些，镜头再向下些。”
“侧方位机器要能拍到产品详情，

再拉近一些。”
“产品按直播上架顺序摆放，靠后

的先放到门外。”
13时，10余名员工在不足 10平方

米的直播间里紧张忙碌，准备物料、调
试灯光、校准音频、协调嘉宾……各个
环节有条不紊。
“实况直播容不得半点疏漏，即便

准备充分，开播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
的情况。”李少华说，有一次直播时，观
众人数是预期的两倍，网络拥堵导致
直播画面卡顿，频繁补货造成商品上
架出错，直播间乱成“一锅粥”。画面
里刷过一条条观众的质疑弹幕，李少
华只得不停道歉。

那次教训让李少华至今都十分懊
恼。为了进驻互联网这个新领域，随
后他带领团队赴周边企业调研，并围
绕“直播突发情况预想与处置”展开
“头脑风暴”，把进军互联网平台直播
带货当成“第二次创业”。记者走近李
少华的书柜，看到里面摆放着一整排
关于互联网营销的相关书籍。

开播时间临近，李少华坐到主讲
位，最后一次核对产品信息和介绍
词，确保没有遗漏。看着屏幕中的自
己，他感触颇深：“今年疫情对各行
各业冲击都不小，我们作为传统制造
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才更有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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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负转正！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
增长 3.2%，环比增长 11.5%。 7 月 16
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公布的这串数字令
人振奋。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
陷入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在此
背景下，上半年中国经济先降后升、稳
步复苏：主要经济运行指标逐步回升；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564 万人；高技
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领域
增速加快……不可否认，这些成绩的
取得殊为不易。

当然，我们也看到数据背后的隐
忧。总体来看，上半年GDP、工业、服务
业、消费、投资等主要指标仍处于负增长
区间，需求端恢复仍受到一定制约。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年，如何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广东湛江调顺跨海大桥全长约9.36公里，建成后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广东粤西片区经济发

展。图为7月18日调顺跨海大桥完成西主塔封顶。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7 月 20 日，四川省成都市影迷李
晓萌收获一份惊喜大礼包。作为电影
院恢复营业后第一个走入成都某影城
的观众，她获得了该影城的永久会员
资格，可以不限影片、不限次数、不限
影厅永久免费观影。“特别高兴！再次
回到影院，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李
晓萌说。

停业 175天后，全国影院终于迎来
“重启”时刻，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在各项
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有序
恢复开放营业。复工首日，许多热门影
片电影票几乎瞬间售罄。第 23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开票仅 10分钟，便售出 10
万多张。

以电影院为代表的线下娱乐活动
逐渐回温，折射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
加快复苏的暖意。

回顾上半年中国经济，二季度经济
增速由负转正，主要经济指标逐月回
暖。“在疫情重大冲击之下，中国经济经
历深度下滑，但很快建立起全面恢复回
升的良好态势，是上半年的最大亮点。
这一变化表现出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
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张立群
认为，这一成绩取得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彰显出我国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强大
动员组织能力。“没有前期疫情防控的
有力举措，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便无法
持续推进，经济也无法得到快速恢复。”

纵观中国经济“半年报”，多项数据
呈现向好态势——

在供给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
一 季 度 下 降 8.4% 转 为 二 季 度 增 长
4.4%，连续 3个月保持正增长；服务业
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5.2%转为二季度
增长 1.9%。

在需求端，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5.1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13个百分点。

在民生领域，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 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 62.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发展
的含金量十足。
“从各项数据来看，我国经济的恢

复是比较全面的。”张立群认为，从生产
和供给到国内市场的投资消费，除餐饮
等部分服务行业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产业链基本畅通。

殊为不易

先降后升 稳步复苏

汇聚经济复苏的中国力量
—就年中经济话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
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从上半年累计的
速度看，GDP、工业、服务业、投资、消
费等领域大部分指标处于下降区间，
疫情冲击的损失尚未完全弥补。目前
经济回升处于恢复性增长。”

对于“恢复性增长”，张立群解释
道，总体来看，尽管二季度经济数据明
显回升，但综合一季度数据，上半年
GDP仍为负增长，工业、服务业、投资、
消费等领域还未达到去年上半年的水
平。他说：“经济增速由负转正这个动
态的变动传递出非常积极的信号，令
人充满信心。但目前所达到的增长水
平，同之前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要求、同三大攻坚战的要求、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

以就业为例。今年上半年，城镇新
增就业人员同比减少 173 万人。外出
务工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在这个背景
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下脚步，喘口
气歇一歇。必须鼓足干劲乘势而上，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使经
济恢复向好的态势不中断。”张立群说。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纵观我国 70年发展历程，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到通
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使得工业
生产体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改
善，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生产规模迅速
扩大，形成强大的供给能力和雄厚的
物质技术基础，这些是实现全面小康
最重要的支持。”张立群表示，此次疫
情不仅没有动摇这些基础，中国经济
在此情况下的快速回升恰恰证明，70
年来的发展积淀已经奠定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基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脱贫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扶贫夜市”
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产品集中销
售，既解决了运输问题，又畅通了销
路；在贵州省贞丰县，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介绍的 3万件服装订单顺利交付，
东西部扶贫协作让扶贫车间重新忙碌
起来；在新疆阿勒泰，电力大通道延伸
至最北部地州，将大大促进当地清洁
能源开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项
项务实举措，正汇聚起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乘势而上

完成全面小康硬任务

写在前面

落实“六稳”“六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