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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时时做有心人
———记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分析研究处处长何愉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2019 年五一小长假，市市场监

管局共接到投诉举报 1406 件 ， 同比增长

11%，解答咨询 634 件。 餐饮住宿、食品、服装

鞋帽、交通工具、 文娱体育等投诉量居前。

据悉， 小长假 “出游热” 带动餐饮住

宿、 文娱体育、 交通运输等诉求升温。

今年五一迎来首个四日小长假， 假日期

间， 涉及餐饮住宿、 文娱体育、 交通运输类

投诉举报分别为 287 件、 38 件、 32 件， 同

比均有所增长。 主要反映餐饮店控烟不力、

卫生状况不佳、 餐饮食品疑似含异物、 未明

码标价、 住宿服务爽约、 假日观影游乐和客

运票务纠纷等。 如杨某称， 在某店就餐消费

294 元， 经营者未明码标价， 令他不满。 薛

某称， 在线预订唐山某酒店， 入住时却被告

知 “无订单信息”。 王某称， 在线订购常州

恐龙园门票， 因经营者出票操作失误， 导致

其无法入园。 唐某称， 在线订购宁波至曼谷

往返机票， 到达机场后却发现无订单信息。

此外， 食品、 服装鞋帽、 交通工具等投

诉相对集中。 假日期间， 涉及食品、 服装鞋

帽、 交通工具类投诉举报分别为 155 件、 62

件、 45 件。 主要反映食品品质不佳、 虚假

优惠折扣、 “低标高结”； 服装鞋帽质量瑕

疵、 标签标识不规范； 家用汽车质量问题。

如李某称， 在线订购一款酸奶， 网页标示八

折优惠， 实际仍按原价出售。 贾某称， 在某

超市购买速冻水饺， 标价 26 元， 实际却被

收取 33 元。 缪某称， 其购买的高档休闲裤

有破损， 联系经营者却遭推脱。

目前， 上述投诉举报已转至各区市场监

管局和消保委协调处理。

□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 一

份份厚重的统计报表， 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 这些数字代表的往往

是枯燥、 乏味， 然而对于国家统

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分析研究处处

长何愉来说， 这些数字是灵动的

音符， 是华丽的乐章， 是统计人

的责任与担当， 更是统计人的血

脉与灵魂。

纵观何愉的成长路， 他一直

在学习和解惑的道路上不断增强

业务本领， 时时做个有心人。 10

年来， 从统计的 “门外汉” 成长

为各省市来沪求教者络绎不绝的

“行家里手”， 何愉的采购经理指

数等相关研究， 发挥了统计工作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预警器和晴

雨表作用， 曾获得国家统计局上

海调查总队嘉奖， 被评为上海市

市级机关系统青年岗位能手， 荣

获 “全国统计系统先进个人” 等

众多荣誉称号。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2004 年 ， 在走进统计局的

那一刻， 何愉的人生轨迹便与统

计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与统

计数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那个

时候 ， 他还是一位不懂统计的

“门外汉 ”。 面对专业知识的缺

乏， 他选择了潜心学习， 奋起直

追， 最终成长为一名统计领域的

“行家里手”。

为什么库存越高， 经济反而

越好？ 为什么物流配送越快， 经

济反而越差？ 有一次， 何愉在图

书馆阅读到 20 世纪初美国金融

危机大爆发期间哈佛指数和采购

经理指数等内容时产生了不少的

困惑。

为了获得答案， 他给当时全

球最大的商业研究机构之一的

NTC Economics 集团董事 Col?

in Rogers 写了封信。 而令他意

外的是 ， 这封信很快得到了回

音： “因为库存用的不是产成品

库存， 而是原材料库存， 采购多

了， 经济固然上升” “物流配送

时间是逆指标， 配送越慢， 经济

反而越好”。

小小的几封邮件， 为何愉增

长了不少信心与动力。 为了更及

时、 更准确地把握国内外最新统

计知识， 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到

图书馆、 社科院、 高校等地方查

找资料、 拜师解惑； 深入学习国

内外经济、 统计相关的新理论、

新知识， 较系统地学习经济监测

预警、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统计

预测、 抽样技术、 季节调整等国

内外理论， 潜心研究美、 欧、 日

等国及纽约、 伦敦、 新加坡等城

市共 50 多个国家、 地区和城市

的相关调查新技术……

迎自贸区 聚焦制度创新

“作为青年一代， 统计创新

是一种传承， 又是一种发扬； 是

一种担当， 又是一种奉献； 是一

种承诺， 更是一种使命。” 这是

何愉在获得全国统计系统先进个

人时发表的一段话 ， 而直面困

难、 勇于创新就是其人生信条。

2013 年 9 月底 ， 上海自贸

区自挂牌以来， 市统计局便专门

成立 “自贸区统计改革创新推进

小组”， 而何愉则担任自贸区功

能监测组组长， 就监测自贸区是

否建成投资贸易便利、 监管高效

便捷、 法治环境规范和政府管理

模式以及职能转变开展统计制度

创新。

在此情况下， 何愉以自贸区

为契机， 聚焦制度创新。 在与自

贸区管委会、 市发改委、 上海财

经大学等单位的共同研讨下， 何

愉个人设计编制了自贸区功能 3

大指标体系， 包括投资贸易便利

指数 （TFI）、 投资贸易便利措施

利用指数 （PUI） 和投资贸易商

抱怨指数 （TCI）， 在自贸区成

立一周年之前完成自贸区功能监

测调查， 并撰写 《自贸区功能监

测专报》。

用“脚”拉近与百姓的距离

“实地监测点位 6000 余处，

入户调查 10000 余户， 梳理照片

量达 200G,完成报告逾 60 万字

……” 这是何愉在 2018 年工作

汇报及 2019 年工作计划中的一

段文字， 一个个数字显示着何愉

对于工作的认真与负责 ， 用

“脚” 拉近与百姓的距离。

“无论是经济景气扩张抑或

衰退收缩时期， 还是经济结构调

整抑或转型升级时期， 勤下基层

了解实际情况， 是确保统计调查

质量， 及时提供政府决策依据的

有力保障。” 为了加强与企业的

沟通与交流， 何愉建立了采购经

理调查企业访谈制度， 同时制定

《上海采购经理调查数据质量核

查抽查总体方案 》， 每年访谈 、

抽查、 核查逾百家企业。

在增进与企业沟通交流的同

时， 何愉还形成多份反映企业面

临困难和危机的相关调研材料，

如访谈调研中形成的 《外贸出口

不容乐观》、 《重点产业跌多涨

少陷困境》 等多份专题调研成果

被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采

用 。 为了精准对标百姓 “急难

愁”， 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精细

化工作， 何愉带领着总队分析研

究处评估创新引入大数据分析方

式， 综合运用 “12345 市民服务

热线”、 “12319 城建服务热线”

等多条主要热线数据， 对标文明

创建要求， 构建文明社区、 文明

镇大数据评估体系， 精准评估各

社区、 街镇在文明创建方面的工

作实效和市民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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