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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安宁市高层次人
才引进暂行办法》闪亮登场，向
天下英才发出“求贤令”。对引进
的高层次人才最高给予 400 万元
安家费，并按月补助最高 2 万元
生活费，还有户籍办理、医疗保
障、社会保障、科研服务、配偶就
业安置、子女入学、疗养保健等
配套优惠政策，以吸引、聚集更
多高层次人才来安宁创新创业，
为安宁产业转型升级 、跨越发
展，建成滇中产业高地、现代花
园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和智力保障。

这样的大手笔，不要说在云
南，即便放眼全国也是不多见，
这一人才新政彰显了安宁市求
贤若渴的真挚诚意、广纳英才的
胸襟气魄——来了就是我们安
宁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已经充
分认识到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性——来自国际上的
最大竞争，既不是市场也不是
资源，而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
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而从
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人才引

进政策。即使是美国，人才培养
实力全球第一，但还是开通了

“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高技
能人才”“投资移民”“国家利益
豁免”类人才等优先的职业移
民渠道。这就是世界大国的人
才竞争战略：哪怕培养了全世
界约 1/3 的诺贝尔奖得主，但还
是要去引进更多的全球顶尖人
才。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经
济强国也都开通了相应的高技
术 人 才 移 民 入 籍 的 渠 道 。1000
多年前，中国最强盛的唐朝时
期，甚至可以让外国留学生参
加科举考试，进而成为政府高
层官员。

当下中国的经济，正处于换
挡爬坡的关键时期，中央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创
业和创新落到实处，人才显然是
重中之重；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
业，而这些产业及相关行业多半
属于知识密集型，急需大量高层
次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
驱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创新
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

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
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
主导权”。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也是创新的
核心要素，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
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
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一流人才需要一流待遇。20
多年前，珠海首开先河，百万元
重奖科技人才，一系列政策迅
速为珠海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热血青年、科研人员，引起海
内外轰动，被誉为“一颗知识原
子弹爆炸”，一时间“孔雀东南
飞”蔚然成风。现如今，资金、补
贴，户口、房子，不怕给不了，就
怕你不来。放眼全国，人才争夺
战 日 趋 白 热 化 已 是 不 争 的 事
实。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
势。安宁坐不住、等不及，出手
了。当然，“重金”只是吸引高层
次人才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
件，筑巢引凤的“巢”，还需做好
两点。一是需要提高引进人才
的“精准度”，即明确城市的产
业特点、产业结构，当下及将来
要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由此

梳理出紧缺人才的方向，方能
做 到 有 的 放 矢 、精 准 引 才 ；第
二，要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需
要从管理体制、人才引进、人才
培育 、人才评价激励服务保障
等四个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
才能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下。要
打破束缚人才的制度羁绊，建
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
为高层次人才搭建尽情施展聪
明才智的舞台。

与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
相比，像安宁这样的城市若想引
进高层次人才，需要更富创新性
的思维，拿出更为大胆的招数。
可以说，安宁市《高层次人才引
进暂行办法》的出台和实施，已
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也是滇中
新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争先
精神的充分体现。安宁已经向天
下英才伸开了双臂，如今的安
宁，不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层
次人才来推动，文创、旅游、生物
医药、商贸物流、健康服务、石油
炼化等一系列特色产业都将为
才俊们的到来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来了就是家乡人，就是我
们安宁人！

来了就是我们安宁人！
□ 本报特约评论员姚文晖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一流人才需要一流待遇。

时事新读News

中国2018年零售额
预计将达5.8万亿美元

报道援引了日本瑞穗银行的
数据称，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可
能达到 5.8万亿美元，或将首次赶
上美国。而1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美国的1/4。

近年来中国零售市场每年以
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美国的
增速维持在3%。所以，这样一个总
量的超越可以说并不意外。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
庞大的国内市场正在吸引所有的
企业来到中国，以满足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但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希望的，平衡中美之间贸易的目
标可能也会因此遭到挑战。

中国的零售额为啥这么多？

那么日本瑞穗银行做出的这
番预测，到底是基于哪些数据和
分析呢？瑞穗的亚洲地区负责人，
在近日华盛顿举行的一场演讲会
上披露，其实，在 2016年中国消
费品零售总额约合 5万亿美元，
美国为 5.5万亿；而近年来中国零
售市场每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
在增长，美国的增速维持在 3%。
因此，这样一个总量的超越可以
说并不意外，更重要的是零售市
场结构性的变化。

中国电商市场“太疯狂”

不少日本机构长期以来都在
跟踪中国的零售市场，比如瑞穗在

去年年末的一份报告中就以专题
的形式，提到近年来牵引中国零售
业和个人消费的主要驱动力来自
于电商市场。

2016年中国B2C的电商市场
同比增速达到 40%，占到当年中
国商品零售总额的 2成，市场规
模是美国的 2倍以上，日本的 10
倍以上。

中国消费升级
哪些领域最有潜力？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则在 2018
年年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8
年中国零售市场中，生鲜、便利店
和跨境电商将成为最具发展潜力
的 3个关键词，市场前景被持续
看好。

个人消费市场规模
只有美国1/3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认识
到，暂且不论总量和人均的概念，
即便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在超越美
国后，整体的个人消费市场规模依
然只有美国的1/3左右。

差距就在于在个人消费市场
中，除了商品以外，还有一块就是
服务部分。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
对于GDP贡献度，已经由 2013年
的47%上升至2016年的65%。

今后看不到的“消费商品”，
也就是第三产业这部分的持续发
展，将标志着中国向“消费强国”
真正转变。

据央视财经

中国零售额或将首次赶超美国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预计将会和美国持平，甚至超

过美国。这将是有史以来的首次，也是中国成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标志。

滇中城市经济圈City

国务院同意撤销
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
近日发布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
特区管理线的批复。批复提到，为
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
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新使命新任务，同意撤销深圳经
济特区管理线。

批复强调，应以此为契机实
施深圳全市域统一的城乡规划建
设管理，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布
局，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节约
集约用地，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有序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
化，为新时期超大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运营积累经验、当好示范。

4部门要求
新增金融资金
优先满足
深度贫困地区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
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的意见》，要求金融部门坚持新增
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
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设深度
贫困地区，力争2020年以前深度
贫困地区贷款增速每年高于所在
省（区、市）贷款平均增速，为深度
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重
要支撑。

《意见》指出，要加强深度贫
困地区扶贫再贷款管理，加大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倾
斜力度，到 2020年，力争每年深
度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占所在
省（区、市）的比重高于上年同期
水平。

政府将不再是
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署，
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我国将
逐步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
供应者的情况。

15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
明表示，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
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
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
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
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
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
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
者，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
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
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
使用权。

去年央企实现利润
1.4万亿元

据国资委官方网站消息，
2017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50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实现利润总额 2.9 万亿
元，同比增长23.5%；中央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26.4万亿元，同比增
长 13.3%，实现利润总额 1.4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创 5年
来最好水平。

本报综合

昆明出台59条措施
助企业减负

近日，昆明市政府印发《昆
明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
施办法》。《办法》明确，通过降低
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融资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人工成
本、企业用能成本、企业用地成
本等 10个方面共 59条措施，并
通过1～3年的努力，在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

这些举措包括，全面放开除
主城区以外地区落户限制、取消
对高校毕业生和中高级技工落
户限制、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成
本、加强景区票价监管、新获批
的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后补助方
式一次性给予 20万元奖补等具
体而实在的措施。

宜良至澄江高速通车

近日，记者从昆明东南绕城
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获悉，昆
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宜良至澄江
段将于 1月 22日正式通车，据估
算，家用小轿车的通行费用大约
在35元左右。

昆明东南绕城高速公路宜
良至澄江段起于宜良枢纽互通
立交，止于澄江龙街枢纽互通立
交，全长 50.99公里。通车后，车
辆保持 100公里左右时速行驶，
从宜良到澄江只要半小时。该路
段通车后，昆明人前往“后花园”
澄江避暑，将实现“双高速”通
道：除现有昆玉—呈澄高速外，
还可以选择昆石—宜澄高速。

本报综合

1.腾讯6726.25亿元
2.阿里巴巴5923.32亿元
3.中国工商银行4227.28亿元
4.中国建设银行3757.91亿元
5.中国移动3657.48亿元
6.华为3418.56亿元
7.中国平安3388.05亿元
8.中国农业银行2917.76亿元
9.中国建筑2466.06亿元
10.中国银行2008.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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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今年要严查哪6类人？
１月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出炉，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从严治党的诸多新部署、新思路备受关注。
观察会议公报，诸如清除“两面人、两面派”，问责“表态多、行动少”，聚焦“不收敛、

不收手”等等，今年中国反腐，这几类人群已是中央纪委点名的重点目标。

两面人、两面派

根据公报，这次会议对今年的
反腐工作列出 8个方面部署，其
中，第一条就强调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坚决清除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
面派。”

反对和清除“两面人、两面
派”，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会
议中。近半年来，从十九大报告到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纪委全
会，提及从严治党，“两面人、两面
派”都被重点点名。

“从严治党，党的政治建设是
基础和前提。有些党员干部，台上
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
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政治上阳奉
阴违，工作上弄虚作假，这些人严
重损害了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和
先进性。”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
贤表示。

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差

整饬作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从严治
党的重要着力点。

在转变作风方面，这次中纪
委全会特别提到了关注“四风”问
题新表现新动向，在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对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

严肃问责”。
就在不久前，2017年 12月 26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曾专门就这
一“四风”新表现发表评论文章。文
章称，唱高调既显示了“高姿态”，
也貌似有“高水平”，但暴露出的却
是人格的平庸和作风的虚浮，可谓
是一种“语言腐败”。今天的改革发
展，更需要唾弃“空谈家”，争当“行
动派”“实干家”。

“有的干部口号很响，表态很
紧，但就是不干事，这是近年来干
部队伍凸显的新问题，说到底也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竹立家分析。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今年的反腐工作怎么干？这次
中纪委全会在会议公报中作了一
系列表态，诸如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受
贿行贿一起查等等。

提到重点人群，会议公报中依
旧提到了“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
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这
一表述 2015年 2月首次出现在中
纪委通报中，之后，越来越多的落
马官员查出同一问题，这一群体也
成了近两年中国反腐的重点对象。

“十八大以来，我们说反腐败
减存量、遏增量，如果十八大后不
收敛、不收手，就说明顶风违纪、顶
风腐败的增量还在，这些在全面从
严治党背景下仍敢露头伸手的官

员，必须要有除恶务净的坚决态
度。”张希贤说。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交织形成利益集团

对于今年的反腐败重点，中纪
委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另一个重点
查处领域：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
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
成利益集团”，这一表述中纪委此
前也有谈及。

去年 10月 19日，在十九大期
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央纪委副
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谈及从
严治党成效时就提到，“我们坚
决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
互交织的利益集团，严肃查处周
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
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
案件。”

“从‘小圈子’‘山头主义’，到
现在的利益集团，这些政治上变
质、经济上利益输送的团团伙伙，
对党内政治生态杀伤力巨大，必须
严惩根除。”张希贤说。

审批监管、金融信贷等
重点领域腐败

这次中纪委全会还列出今年
反腐败的重点领域：“着力解决选
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
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

败问题”。
在专家看来，选人用人、审批

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这４个
方面是十八大以来腐败问题的高
发领域，中纪委全会特别点名这４
个领域，也透露出下一步反腐将有
的放矢，更具针对性。

从现实来看，十八大以来，中
共先后派出12轮中央巡视，近300
份“问题清单”中，选人用人、工程
项目审批、矿产资源开发等都是高
频出现的问题，而巡视组在金融机
构集中发现的问题也备受舆论关
注。

基层腐败
涉黑“保护伞”

在这次中纪委全会列出的今
年 8个重点任务中，“坚决整治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被单独列出，会
议要求，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
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
护伞”。

其实，近两年来，对于“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行动在全国
多地展开，这一过程中，铲除基层
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已成为
中国基层反腐的重要着力点。

竹立家分析，以反腐和扫黑
结合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说到
底是打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后
一公里”，让老百姓享受到反腐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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