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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

关键数据出炉,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

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hainanu.edu.cn/mpa/ 邮箱

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金隅·阳光郡四期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7301地

块，项目于2019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垃圾房、
门卫位置、绿化及地上车位布局、14#、15#楼建筑高度调整，机动车
停车位数量调整为659个（其中地上调整为101个、地下更正为558
个），四期5#楼与三期7#楼之间增设游泳池，1-6#楼局部增设地下
室通风井，5#楼增设地下室疏散楼梯，6#楼首层01-E轴交02-1轴
处商业室内楼梯调整为室外楼梯，二层01-E～01-F轴交02-1～
02-2轴处调整为露台，17#楼配电房、首层、二层商业布局调整。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
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隅·阳光郡四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滨江海岸三期（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溪北岸东侧，项目于
2017年5月通过规划许可，其中8#、9#、12#、13#楼已于2020年10
月通过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申请将该项目10#、11#楼按以下变
更内容进行调整：10#11#首层、二层、四层标高微调，调整10#11#住
宅大堂及局部楼梯间；10#楼局部增加管井、送风井，物业管理用房
布局调整，商业裙房局部外墙材质由银灰色金属板调整为花岗岩；
11#楼11-1轴与11-3轴处楼梯调整为商业，取消商业裙房北侧商
铺结构柱，六层由架空更正电梯机房及设备房。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
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江海岸三期（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外交部：

日方应彻底同
军国主义切割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成欣 董雪）
针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
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
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
国主义切割。

赵立坚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
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犯有滔天罪
行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
上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
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
涉。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
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
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他说。

外交部：

不能以“竞争”来定义
全部中美关系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董雪 成欣）
针对日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就美国对华立场
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指出，美方有
关言论的实质是打着竞争旗号对中国进行遏制打
压的“障眼法”，根子是美国顽固将中国视为战略
竞争对手的这一错误认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美东时间10月15日，舍曼在华盛顿演讲时称，
美国对华立场是明确的，美方将在必要时与中
方竞争，在符合美及全球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
合作，并将在必要时挑战中国。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赵立坚表示，美方有关言论仍在重谈所
谓“竞争、合作、对抗”的老调，其实质是打着
竞争旗号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的“障眼法”，
根子是美国顽固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
这一错误认知。

他说，中美相互认知和如何相处攸关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中方一贯认为，中美拥有广泛共
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双方在经贸等领域
虽然存在一定竞争，但不能以“竞争”来定义
全部中美关系。

“必须指出，美方不断污蔑抹黑中国不是
‘竞争’，搞脱钩断供、借口国家安全打压中国
企业不是‘竞争’，在中国周边不断强化军力部
署、组建各种反华‘小圈子’更不是‘竞争’。”赵
立坚说。

他表示，美方应摒弃冷战零和思维，正确看
待中国和中国发展，深刻认识中美关系互利共
赢的本质，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美方应
同中方一道加强对话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妥善
管控分歧，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
路。”

GDP回落，怎么看？

数据显示，今年一、二、三季
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
18.3%、7.9%、4.9%。经济增速逐季
放缓，怎么看？

业内人士指出，受基数影响，我
国全年经济增速将呈现出“前高后
低”的走势。

“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险
挑战增多，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界
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国内部分地区
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冲击，经济转
型调整压力有所显现。”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付凌晖说。

付凌晖指出，前三季度主要宏
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基本稳
定，民生继续改善，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为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
好基础。

投资增速“前高后
低”，后势如何？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回落至7.3%，两年平均增速回
落至3.8%。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高
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7%。教
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
和31.4%，快于全部投资增长，补短
板成效明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
玉宇说，投资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拉动技术需求和推动结构变化不可
或缺的经济因素，投资数据增减变
化表明，当前关键要抓住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契机，在经济回报率高和
未来有前途的领域增加投资，为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
司副司长吕文斌日前表示，投资仍
然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下
一步将从聚焦重点领域、加强资
金保障、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着
手稳投资。

消费有所回暖，哪些
领域升温快？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4.8%，比上半年提高 3.1 个百分
点。同期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
类、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
类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41.6%、28.6%、2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认为，消费有所回暖说
明我国稳住大宗和重点消费、促进
新型消费等政策效果初步显现。此
外，就业稳定、收入增加、疫情防控
稳定都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王静文说，从央行三季度城镇储
户问卷调查来看，选择“更多储蓄”
的比重较二季度上升，提升居民消
费意愿还需发力。

外贸连续5个季度正
增长，后劲足吗？

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28.3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同期增长22.7%，连续5个季度实
现同比正增长。也要看到，当前影
响中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不
少。海运费用高企、集装箱“一箱难
求”、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疫情起
伏不定等压力仍然较大。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表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稳外贸政策效果持
续显现，新业态新模式动能强劲，外
贸量稳质升的发展态势有较好支
撑。考虑到2020年外贸高基数的
影响，四季度进出口增速可能有所
回落，但我国外贸总体向好趋势不
会改变，全年仍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大宗商品涨价加剧上
下游物价“剪刀差”，企业
如何解压？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0.6%，同期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大幅上涨6.7%。从9月看，CPI同
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
个百分点，而PPI同比上涨10.7%，
涨幅再创新高。CPI与 PPI“剪刀
差”继续扩大。

一个关系居民生活成本，一个

关系企业生产成本，这表明消费市
场价格总体稳定，但中下游企业发
展可能面临一定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杨光普说，原
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等助推
PPI上涨，但这是阶段性的，PPI有
望于今年底明年初达峰后逐月回
落。建议企业做好用能、用工、库存
以及投资计划，确保今年底明年初
生产经营有序衔接。

新增就业完成全年
目标的95%，稳就业动力
何来？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低于全年5.5%左右的预期目
标。值得一提的是，三季度末，外出
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303万人，
同比增长2%，规模基本恢复至疫情
前同期水平。

付凌晖表示，就业优先政策持
续显效，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得到改善，带动城镇调查失
业率稳中有降。三季度，青年人失
业率总体回落。平台经济、灵活就
业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选择。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带
动新就业岗位增加。今年以来，直
播带货、网络购物快速发展，也带动
了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增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看来，就业的
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部分行业正处于调整阶段，部分地
区存在缺工现象。下一阶段应继续
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劳动力
市场供求有效衔接。

能源供应偏紧，对经
济影响可控吗？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拉闸限电
反映出能源供应偏紧。但9月份数
据显示，我国发电675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4.9%，增速比上月加快
4.7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工业
主要能源产品中，除原煤生产略有
下降外，油、气、电均保持增长。

“从9月份情况看，电力生产增

速有所加快。总的看，能源供应偏
紧是阶段性的，对经济的影响可
控。”付凌晖说，近期国务院常务会
议对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能
源供应作出了进一步部署，随着相
关措施逐步落地见效，煤炭、电力供
应偏紧的状况将会得到缓解，对经
济运行的制约也会降低。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增收能否持续？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6265元，扣除价格因素同
比实际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46元，实际增长8.7%；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26元，实际
增长11.2%。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
民高出2个多百分点，说明城乡收
入水平进一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许光建说，经济持续恢复，
企业效益改善，就业总体稳定，带动
居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等相关部
署的深入推进，将给居民增收带来
更大可能。

楼市持续降温，房地
产市场如何稳？

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同比增长11.3%，两年平均增长
4.6%，比前8个月回落1.3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7.2%，比前8
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7、8月份，
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整体趋
于回落。

“前三季度，房地产增加值两年
平均增长4.8%，比上半年回落了
1.3个百分点，总的看对经济增速影
响有限。”付凌晖说，今年以来，通过
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房地
产投资、销售和房价逐步趋于稳定。

付凌晖表示，下一阶段，随着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
举住房制度不断完善，市场主体
趋于理性，房地产市场有望保持
平稳发展。

（记者谢希瑶、舒静、邹多为、宋
佳、韩佳诺、周闻韬）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前三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8231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
长 5.2%，比上半年
两年平均增速回落
0.1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内外环境，如何
看 待 这 份“ 成 绩
单”？“新华视点”记
者梳理关键数据解
析中国经济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