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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14日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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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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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5至59岁
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6%，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10月份经济运
行主要数据。

从生产来看，10月份，全国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

业增势较好。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上月回落
1.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3%，新产业、新产品成长较快。

从需求来看，1至10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1%，增速比1至9月份
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2%，增速比1至9月份回落0.2个百
分点。此外，10月份出口增速由降转升。

刘爱华分析，10月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同时应当清醒
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
构性矛盾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为完善
中央企业风险防控机制，全面提升央企内
部控制（内控）体系有效性，国务院国资委
14日对外公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从优化内控体系、强化集团
管控、完善管理制度以及健全监督评价体

系等方面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健全内控体
系，明确央企主要领导人员是内控体系监
管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领导建立健
全覆盖各业务领域、部门、岗位，涵盖各级
子企业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

为实现内控体系有效执行，实施意见
明确要聚焦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

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
监管，加强重要岗位和关键人员在授权、
审批、执行、报告等方面的权责管控，切实
提高企业重大风险防控能力。

实施意见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加强内
控体系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推动内控措
施嵌入业务信息系统，推进信息系统间的

集成共享，实现经营管理决策和执行活动
可控制、可追溯、可检查，有效减少人为违
规操纵因素。

实施意见突出“强监管、严问责”，明
确要通过加强出资人和企业监督评价力
度，强化整改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促进
中央企业不断完善内控体系。

强内控防风险！

国资委发文护航央企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3日电 当地
时间11月13日，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
式在巴西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并发表讲话。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
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一同出席闭幕式。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来，世界形势
又发生许多新变化，既充满机遇，也有不
少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动
能逐渐释放，为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社会发
展开辟了新天地。同时，保护主义、霸凌

主义逆流而动，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加
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有信心，市场
就有活力。希望工商界朋友们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继续发挥各自优势，踊跃参与
和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积极在金砖国
家投资兴业，为促进增长、创造就业作出
实实在在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是下阶段金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
抓手。要敢于先行先试，将企业合作同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结合起来，争取在创新、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拿出更多亮眼
成果，助力五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风。要找出阻碍各国经贸投资往来的
难点和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建议，
帮助政府更好了解行业和市场诉求、提高
决策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
遇。面向未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没有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
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进口，不断

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
件。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希望企业家们抓住机遇，积极
参与，收获更多合作成果。

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约600人出席
闭幕式。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博索
纳罗和夫人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举行
的欢迎宴会，并一同观看了文艺演出。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美国与土耳其

两国元首会晤未解决分歧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

日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
未能解决在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
事上的分歧。

特朗普在与埃尔多安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土
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对美方构成“非常
严重的挑战”，两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将立即着手处
理此事。

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表示，土美两国只能通过对话解
决S-400防空导弹系统问题以及与之关联的美制F-35
战机项目问题。此外，埃尔多安还要求美方停止支持土方
视为恐怖组织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4套S-400
防空导弹系统，美国等北约国家多次警告土耳其不要购
买这一俄制系统，认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
且可能有助于俄方今后定位及追踪美国及盟国的F-35
战机。然而土方明确表示，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
土耳其国家主权范围内事务。俄方已于今年7月向土方
交付了第一批S-400系统配件。

(上接第一版)
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部门联动防控

污染工作机制，形成由环保、检察、公安等
部门联合开展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联动机制》，并通过在市公安局食
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增设环境犯罪侦查
大队，对相关环境违法案件实施网上移
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从而有效解决了
环保案件立案难、执行难等问题。

今年9月底开始，市生态环境局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立由
县处级干部带队的9个调研小组，围绕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行
政体制改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及省级环保督查问题、长江大保护明察
暗访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等，深入各县市
区实地调研，着重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以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问题不闻不问、敷衍整改现象，

坚决纠正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
出问题。

统计显示，目前，全市已先后建立一
级网络9个、二级网络11个、三级网络45
个，落实网格化管理企业429家，设立网
格管理员34个，录入执法信息132条，环
境监管效能得到有效提升。其中，仅
2018年，全市通过部门联动防控机制办
理的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案件就达237起，
处罚金额1723.74万元；在54起涉及《环
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的案件中，成功
向公安机关移送4起。

立起规矩 坚定贯彻绿色理念

实现绿色发展重在践行。
为了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每一个

人的心底，近年来，我市坚持刀刃向内、自
我加压、主动作为，以高标准、严要求给广
大干部职工“立规矩”。

一方面，坚持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战役为统领，加大对长江咸宁段
和幕阜山片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筑
牢长江中游生态屏障，守护好咸宁的绿水
青山。努力通过完善以“绿色GDP”为导
向的政绩考评机制，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PM10与PM2.5浓度下降率、水环境
质量达标率等环保目标，纳入县域经济发
展综合考核评价，纳入县（市、区）党政班
子绩效考核和市直单位目标考核体系，使
考核权重从2013年的5项、10分增加到
目前的7项、13分。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出台《咸宁市实
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办法（试行）>细则》《咸宁市环境保护“一
票否决”暂行办法》等，开展自然资产离任
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推动形
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的良好工作
机制。

自2016年来，全市已累计约谈41人
次、问责45人次；累计开展整治环境问题
电视问政5场，追责问责72人。其中，免
职3人，纪律处分12人，诫勉谈话13人。
有2个县因为未完成年度污染防治工作
责任目标，受到生态环境“一票否决”。

好的规矩必然会有好的收获。随着
遵规守矩意识的增强，全市各级各部门自
觉保护环境生态的责任心更强了。

以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为例，我市不仅
制定出台了《咸宁市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工作实施方案》等15个专项战役工作
方案，还在2018年一年时间里，就完成了
对长江沿岸37个非法码头的全部整改，
平整复绿码头堆场面积近1500亩，恢复
长江岸线近6.6公里。在全省实施长江大
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中，取得了企业非法
排污、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整治等6个专项工作优秀奖。

阿富汗

首都自杀式袭击致12人死亡
据新华社喀布尔11月14日电 阿富汗政府官员近

日说，首都喀布尔13日发生的爆炸袭击中死亡的人数已
升至12人。

阿富汗内政部副发言人马尔娃·阿米尼向记者证实，
此次袭击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12人死亡、20人受
伤。伤者包括4名就职于外国安保公司的外籍人士。

阿内政部发言人纳斯拉特·拉希米13日通过社交媒
体发表声明说，当天7时25分左右，袭击者在喀布尔第
15警区内驾驶汽车向一辆外国安保公司的车发动自杀
式袭击。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发动了此次袭击。
9月17日，喀布尔第9警区发生的一起自杀式炸弹

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38人受伤。

朝鲜

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是“背叛行为”
据新华社平壤11月14日电 据朝中社近日报道，

朝鲜国务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批评美国和韩国
计划近期举行的联合空中训练是“反朝敌对演习”，并表
示类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坡会晤共识的“全盘否定”，美
韩屡次开展联合军演是“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这名发言人表示，朝方已明确表示，美韩计划举行的
联合军演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激化朝鲜半岛形势的主要因
素，朝方对此深表忧虑，并要求其停止这一行为。但美韩
不顾朝方屡次警告，依然决定在敏感时期实施这一反朝敌
对军演，将进一步引发朝鲜人民的愤怒、挑战朝方的耐心。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朝方根据与美方的约定，中止了
美方忧虑的多项举动，竭尽所能采取善意措施，但美方坚
持用老方式对待朝鲜，并不断举行美韩联合军演等敌对
军事行动，这些做法是“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德国

警方实施行动打击人蛇集团
据新华社柏林11月14日电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

国警方近日在6个联邦州针对涉嫌组织偷渡和非法用工
的人蛇集团实施统一打击行动，搜查了多座住宅和厂房，
并逮捕一名犯罪嫌疑人。

德国联邦警察一名发言人13日在北部城市汉诺威
说，这次统一行动由奥斯纳布吕克检察院申请发起，共有
510名警察参与，打击对象是组织以乌克兰人为主的外
国人偷渡到德国并在德国非法务工的犯罪集团。

据介绍，涉案犯罪集团在乌克兰等国招募劳工，组织
其偷渡到德国并为其安排工作。警方在13日的搜查行
动中没收了若干电脑、手机、文件、现金和一些枪械。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德国在两年间共接收难
民逾百万。大批难民入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
警方近年来加强了对非法移民活动的打击力度。今年9
月，德国警方曾集中打击组织阿尔巴尼亚人偷渡到德国
非法务工的人蛇集团。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

再次交换战俘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11月14日电 亚丁消息：也门

政府官员近日说，在地方部落协调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
装当天总计交换了10名战俘。

一名也门政府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在也门红海城
市荷台达地方部落的协调下，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各
自释放了5名战俘。

这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本周第二次交换战俘。
11日，在也门焦夫省西北部莫顿地区地方部落协调下，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各自释放了10名战俘。

2018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举行和谈，双方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
议题达成一致。据报道，双方提出的换俘名单超过1万
人，包括也门政府、胡塞武装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
联军等多方俘虏。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
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年
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
军事行动。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我国提前实现新增就业全年目标

推进基层
“三务”公开

11 月 14 日，上虞区松厦街道祝温村
工作人员（左）为村民解答在手机上查到
的财务信息情况。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2019年起全面
深化基层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并
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在手机和电视上查
阅“三务”公开信息。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14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4日介绍，根据商务
大数据监测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显
示，今年11月1日至11日，全国网络零
售额超过 87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7%。

高峰当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今年“双11”期间，网络零售市场
规模再创新高，主要呈现五大特点。

升级类商品热销。新品首发拉动品
质消费，诸多快销品品牌和国外新品牌选

择在电商平台发布新品，新款手机、运动
手表等成为热销产品。21个中华老字号
品牌销售额增速超过50%。

服务类消费快速增长。医美、口腔、
体检等健康消费成为新热点，相关服务预
约增长5倍以上。在线旅游销售额增长
超过100%，家政、汽车服务等保持增长势
头。

新兴市场空间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新
动能。新增网购用户约70%来自以三四
线城市、县城、乡镇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二三四线城市、小城镇青年对于旅游产品
需求增长明显高于一线城市居民。家电、
美妆、家具等畅销产品中，60%的订单来
自新兴市场。

线上线下联动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
容。电商平台加速业态整合，通过对线下
门店开展全面数字化改造，打造线上线下
联动“生活圈”，逐步形成全生态消费模
式。物流效率也因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应用得到有效提升。

定制消费推动品牌供应链升级。电

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帮助品牌企业按照需
求定制商品，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双
11”期间，母婴专用洗衣机、加湿器等新产
品销量与10月份相比成倍增长。

关于网络直播促销，高峰表示，作为
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网络直播
促销可以帮助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为许
多质量有保证、服务有保障的产品打开销
路。同时，任何业态模式的运行都必须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必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双11”期间我国网络零售额增长26.7%
金额超过8700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