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成都12月9日电 9日21时许，成都
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12月8日21时至12月9日18时，成都市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谢强介绍，截至9
日21时，全市已调度2458名采样人员、33家检测
机构，对郫都区、成华区、金牛区、锦江区等重点区
域开展人员核酸检测。全市9日采样48.38万人，
累计采样73.9万人，已完成检测39.93万人。除已
报告病例外，其余均为阴性。全市已采集环境样本
630份，其中阳性14份，阴性553份，其余结果待
出。累计检测食品样140件，结果均为阴性。

据悉，经排查，截至12月9日20时，已追踪到
此前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433
人，已完成采样344人，阴性338人，其余结果待出。

成都核酸检测
累计采样73.9万人

12月9日，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核酸检
测工作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经济观察

中国新闻 2020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 检校：李彪 黄如祥A14 综合

■■■■■ ■■■■■ ■■■■■

1 月，查处问题 8228 起、处理
11389人；2月，查处问题8737起、处
理 13463 人；3月，查处问题 10411
起、处理14968人……进入2020年
以来，以上数据每月更新，始终保持
高位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10个月，全国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10.5万余起，处理
15.2万余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

万余人。
从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党员干部结构看，2020年前10个
月处理的15.2万余人中，有地厅级
530人、县处级8416人、乡科级及以
下14.3万余人。

可以看到，作风建设在聚焦“关
键少数”的同时，持续不断向基层传
导压力，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
问题更是露头就打、从严查处。

在公布月报数据的同时，还通
过点人点事的公开曝光形成强大
震慑和舆论压力。今年国庆节前
15天左右的时间里，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就密集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典型案例160起，
为一些心存侥幸的党员干部敲响
了警钟。

可以看到，面对新形势新变化，
对作风建设的重点焦点着力点进行

适时调整，是纪检监察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体现。

同时，在变化之中，紧盯重点
对象、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强化
监督检查，找准靶子、查清病灶、
以案促改，让党员干部时刻紧绷
纪律之弦的高压状态一以贯之、
从未改变。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记者
孙少龙）

八项规定8周年之际

看作风建设的变与不变

2020 年 12 月 4
日，中央八项规定出
台8周年。

此前不久，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20年 10月份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数据，这
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连续第 86 个月公
布月报数据。

连续 86 个月坚
持公布的月报数据见
证着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落地、深入人
心。而其统计指标体
系的“变”与“不变”，
更是发挥着“指挥棒”
与“风向标”的作用。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
了2019年12月的月报数据，一个变化
引人注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查处数据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这个变化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2019年3月，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强调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

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
负，并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数据，释放出的正
是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亮
剑的鲜明信号。

数据显示，2020年前10个月，全
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6.2万余起，占查处
问题总数近六成。

这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
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
响高质量发展”问题表现最为突出，
全年共查处问题4.7万余起，在查处
的全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占

比达到75.36%。
鲜明信号仍在传递。今年4月，

一份重要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连续第二年对纠
治形式主义顽疾作出重要部署，可见
当前作风建设的重点和焦点所在。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据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
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数据内容的另一变化，就是将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类型从9
个调整为6个。

问题类型从9个减少至6个，并
不意味着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查处强度的弱化。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4.2万余起，处理5.9万
余人。2019年同期的两项数据分别
为4.5万余起、6.3万余人，并未出现
大幅下降，高压态势仍在保持。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在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问题中，“违规收送礼金

和其他礼品”“违规公款吃喝”“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依旧是

“大头”，在今年前10个月共计查处
问题2.7万余起，处理3.8万余人，分
别占到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总数和总处理人数的 64.68%和
65.94%。

节日期间是一些歪风邪气的易

发高发期。今年10月，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公布了11起中秋、国庆期间

“四风”问题典型案例，其中不乏违规
接受宴请，收受购物卡、礼品、礼金，
公款报销，私车公养、公车私用等问
题。这也充分说明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对其打击
不能有丝毫松懈。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类型作出调整

监督执纪高压态势从未改变

今年前10个月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问题4.2万余起

处理5.9万余人

从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员干部结构看

2020年前10个月处理的15.2万余人中

有地厅级530人、县处级8416人、乡科级及以下14.3万余人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5万余起
处理15.2万余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万余人

物价是反映社会总供
求状况的“晴雨表”，CPI是
研判物价走势的重要指标，
此外还包括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等。

专家分析，物价稳定
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之一。CPI并不是越低
越好，而是要寻求社会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
平衡，以稳定的物价助
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由于食品和能源受
极端天气、地缘政治等

影响容易出现较大波动，因此，观
察宏观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要参
考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实际上，国际上也有不少经
济体采用核心 CPI 作为宏观调控
特别是货币政策的“锚”。

11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继续保持稳定，同比上涨
0.5%，涨幅连续5个月相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
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分析，除了核
心CPI稳定，从累计来看，1至11月
CPI同比上涨2.7%，也在全年3.5%
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范围内。此

外，11 月 PPI 降幅比上月明显收
窄。综合来看，当前社会总供求关
系是相对平衡的。

郭丽岩进一步分析，考虑低翘
尾、高基数等技术性因素影响，短期
内CPI可能延续低位波动态势，但随
着新年消费旺季来临，食品、工业消
费品和服务价格可能小幅回升，支撑
CPI总体平稳运行。同时，受上游经
济效益改善和价格稳步回稳推动，预
计PPI同比降幅会进一步收窄，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物价总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记
者陈炜伟）

猪肉价格三连降，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5%

11月CPI为何由升转降？
作为反映物价变动的

重要指标，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一直很受关
注。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1月猪肉价格比
10月下降6.5%，连续3个月
环比下降；与去年 11 月相
比，猪肉价格下降12.5%。

数据显示，受去年同期
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
响 ，11 月 CPI 同 比 下 降
0.5%。

今年以来，CPI从1月的
同比上涨 5.4%逐步回落，
到11月转为同比下降，CPI
转降的原因是什么？物价
数据为何与一些公众主观
感受有差异？下一步物价
会怎么走？

要解释CPI由升转降的原因，不得
不说说CPI的构成。在编制CPI时，统
计部门会选择一组固定数量的商品和
服务，也就是CPI编制的“商品篮子”。

具体来看，CPI的统计调查涵盖
了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烟
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
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

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大类、262
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在“商品篮子”中，不同商品和服
务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
同，对CPI的“贡献”大小也不同。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
价格是影响CPI的主要因素。去年
下半年，猪肉价格出现比较明显的上

涨，涨势一直延续到今年。这就导致
去年上半年的基数较低，在与去年上
半年相比时，今年上半年CPI涨幅就
会比较大。今年1月，CPI同比涨幅
达到 5.4%，而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116%，影响CPI上涨约2.76个百分
点，对指数的“贡献”过半。

近几个月，随着国家前期积极推

动扩大生猪产能和投放储备等保供
稳价措施效果进一步显现，猪肉价格
开始下降。11月，猪肉价格比10月
下降6.5%，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下
降；与去年11月相比，猪肉价格下降
12.5%。在猪肉等主要食品价格回
落影响下，11月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拉动CPI同比下降。

CPI为什么降了？

CPI降了为何一些公众感受不同？

CPI同比下降，意味着总体物价
比去年同期“便宜”了。但数据发布
后，一些网友表示“没觉得东西便宜
了”，也有人“感觉物价还是贵”。

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之间的“温
差”来自哪？记者

采访相关专
家

了解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来源于平均数与个体的差

异。CPI的抽样调查数据来源于全
国31个省（区、市）500个市县、8.8
万余家价格调查点，包括商场（店）、
超市、农贸市场、服务网点和互联网
电商等。尽管数据来源丰富也有代
表性，但CPI编制是对分类数据进行
加权平均后得到的，这意味着其更多
反映的是物价总体变动情况，个体
的感受肯定会与平均数据有差异。

其次，来源于对比时期的差
异。CPI的数据有同比（与去年

同期相比）、环比（与上个月相比），有
月度数据（11月当月）、累计数据（今
年前11个月）。对比时期不同，感受
也会不同。比如，11月当月猪肉价
格同比下降，但前11个月累计猪肉
价格同比仍然上涨56.7%。这意味
着猪肉价格比去年11月是便宜了，
但总体上比前两年贵了，还处在涨价
后的逐步回落中。

再次，来源于物价数据的关注点
不同。经常买菜的人会更多关注鲜
菜和水果涨价，感觉到“姜你军”“向
前葱”等价格短期波动；经常开车的

人可能会更关注油价变动；中年人更
关注子女的教育培训价格，年轻人则
更多关注衣着、房租，等等。比如，
11月，鲜菜价格同比上涨8.6%，教育
文化和娱乐价格同比上涨1%，相关
商品和服务比去年同期确实贵了。

此外，收入差异、消费习惯等，也
会对公众主观感受产生影响。

专家建议，针对物价的结构性
变化，一方面要加强猪肉等民生类
商品保供稳价，守好百姓的“米袋
子”“菜篮子”；一方面要加强监测预
警，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关注和帮扶。

下一步物价怎么走？

亚太6D卫星正式在轨交付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胡喆）记者9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所
属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亚太卫星宽带通
信（深圳）有限公司在轨交付了亚太6D卫星。

此前，亚太6D卫星于7月9日由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火
箭分别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一院研制。

据悉，亚太6D卫星是采用东方红四号增强
型通信卫星平台的全配置首发星，是首颗国产
Ku/Ka频段全球高通量宽带商业通信卫星。卫
星以中国为核心，面向亚太地区，为亚太区域提供
高通量宽带通信服务。

经过变轨操作和定点捕获，卫星7月17日定
点于在轨测试轨位，随后开始卫星在轨测试工作，
对卫星性能进行了验证，测试结果表明卫星功能
及性能均满足研制技术要求。

完成在轨测试后，卫星漂星至服务轨位东经
134度。项目中各大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
要求，具备在轨交付条件，亚太6D卫星项目进行
了在轨最终验收。

亚太6D卫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长城公司
向客户提供的第12颗通信卫星。

网购食品、公共交通……

最高法司法解释
进一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罗沙）最高
人民法院9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从各界普遍关心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共交
通工具相关问题入手，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主体
认定、赔偿责任承担以及诉讼程序等作出规定。

据悉，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各级人民
法院一审新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共计4.9万件，
其中约三成纠纷涉及电商平台责任承担，而食品类
纠纷在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占比接近半数。对
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电商平台责任，把好网购食
品安全关。其中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未对平台内食品经营者进行实
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
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食
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共交通运输为旅客提供的食品或者餐饮服
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办？司法解释对此明
确，公共交通运输的承运人向旅客提供的食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旅客有权主张承运人承担作为食
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司法
解释，不论是免费提供还是有偿提供，承运人均应
保证所提供的食品的安全性，不得以食品是免费提
供为由进行抗辩。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经营者经
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需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对如何界定“明知”进行了
细化规定，依法惩治恶意及严重不负责任的经营
者。此外，司法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
损害为前提，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该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香港新增104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香港12月9日电（记者丁梓懿）香
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9日公布，截至
当日零时，香港新增1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
中本地感染病例99例、输入性病例5例。这是香
港近十天内第五次单日新增病例数达三位数。香
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7179例。

“违规收送礼金和
其他礼品”

“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

三类问题
依旧是“大头”

在今年前10个月共计查处问题2.7万余起
处理3.8万余人

分别占到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问题总数和总处理人数的

64.68%和65.94%

今年前10个月

制
图/

杨
薇

A

B

C

1

2

3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