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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15日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
员会”成员代表回信，赞赏他们对中国
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继续
扎根中国的承诺，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
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当前，中国
正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落实“六稳”、

“六保”的重大政策举措，为中外企业投
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营商环境，开辟新
机遇新前景。你们坚守扎根中国发展
是正确选择。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利益
高度融合，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将坚定
不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希望你们秉持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的理念，加强同中国企业的交流
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由全球
具有行业引领性和代表性的39家跨国
公司组成。近日，委员会 18 位首席执
行官联名致信习近平主席，赞赏中国在
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迅速控制住疫

情蔓延并率先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球抗
疫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
用。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关于“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
论断和“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的政策和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对
中国的信心和继续扎根中国、服务中国
的承诺。他们还就后疫情时代中国经
济发展及中外合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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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了！二季度GDP同比增3.2%

国家统计局“晒”半年经济“成绩单”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全球疫情仍在蔓延背景下，中国经
济表现如何？记者梳理最新9项重要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脉动。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四川民生
经济情况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97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50 元，增长
6.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9%；
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3.8 个百分点，
但与一季度增长 2.9%相比，回升了
3.1个百分点。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9025 元，同比增长 4.2%；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239 元，同
比增长 7.6%。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
年的2.38下降为2.31，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6978 元，同比增
长3.6%，与一季度下降1.4%相比，回
升了 5.0 个百分点，增速由负转正。
其 中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11219 元，同比增长 2.6%；农村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3234 元，同比增长
2.7%。随着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就业保障措施更
加积极，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减
少，城乡居民就业收入逐渐稳定，二
季度工资性收入增速大幅回升，收入
由降转升。

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行为也随
之水涨船高。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8680 元，同比下降
0.7%，较一季度回升3.2个百分点，虽
然仍在缩减区间，但是二季度居民消
费呈现出回暖势头。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1533 元，同比下降 5.4%，较一
季度回升 2.4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6162 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6.5%，较一季度回升3.4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疫情影响更小、
恢复更快。

从消费支出分项看，除食品烟
酒、居住支出、生活用品项三类生活
必要性支出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外，
其它五项支出均同比下降，疫情对居
民生活消费影响明显。

据川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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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GDP同比降1.6%
二季度增长由负转正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1.6%。一季度同比下降 6.8%的情况
下，二季度同比增长 3.2%，实现强势

“转正”。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了11.5%。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彰显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的力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现恢复性增长和
稳步复苏态势。但当前全球疫情依然
在蔓延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
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
多，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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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
就业压力依然突出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7%。
6月当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
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二季度末，农村
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752万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杨志勇认为，就业形势出现积极变
化，疫情之下相当不易。我国经济仍
在恢复之中，未来就业形势依然严
峻。应采取多种措施支持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鼓励新业态就
业和灵活就业，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
就地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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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3.8%
“菜篮子”可望保持平稳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1
个 百 分 点 。 6 月 份 ，CPI 同 比 上 涨
2.5%，环比下降0.1%。

应该看到，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
了 16.2%，对整个物价涨幅贡献大约
为八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受疫情影响，
前期物价上涨较快，上涨压力已经释
放。夏粮丰收，生猪产能也在逐渐恢
复，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有条件
货足价稳。

刘爱华表示，下半年食品价格总体
稳中有降的态势不会发生改变，整体物
价会继续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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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同比下降3.2%
6月首次双双正增长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24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3.2%，降幅较前5个月收
窄 1.7 个百分点。6 月份出口、进口同
比分别增长4.3%、6.2%，实现年内首次
双双“转正”，回升态势好于预期。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更新版《全球
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
易量预计二季度出现大约18.5%的历史
性下滑。海关统计显示，我国外贸一季
度同比下降6.4%，二季度降幅已大幅收
窄至0.2%。不过，全球疫情蔓延扩散、
经贸摩擦等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我国外贸面临的发展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下半年稳外贸工作仍需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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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贷款超12万亿
持续“滋养”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
多增 2.42 万亿元。新增贷款去哪了？
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 8.77 万亿元，约占各项新增贷款的
72.6%。绝大部分新增贷款投向了实
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
长郭凯表示，下半年货币信贷以及社
融规模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一
方面，信贷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
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会产
生资金淤积，无法有效使用；另一方
面，价格要适度，贷款利率适当下行
但也不能过低，否则会产生套利、资
源错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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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同比下降11.4%
线上消费成亮点

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72256 亿元，同比下降 11.4%，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 7.6 个百分点。线上
消费增速和占比持续上升，成为消费
亮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认为，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
不断推进，消费的便利性逐渐改善，消
费供给也将不断优化。刘爱华说，上半
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是正的，

但实际增长下降 1.3%，下半年对消费
能力的培养要下更大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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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新增专项债2.23万亿
超八成投向三个领域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
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2.23万亿
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97%。万亿级的
专项债花哪去了？记者了解到，超八成
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基础
设施、民生服务等三个领域，积极支持

“两新一重”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

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上半年专
项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更为紧凑，下一
步要优化债券资金投向，严禁用于置
换存量债务，决不允许搞形象工程、面
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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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比去年多收24.2亿斤
“压舱石”地位稳固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夏粮总产
量14281万吨（2856亿斤），比2019年
增 加 120.8 万 吨（24.2 亿 斤），增 长
0.9%，产量创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说，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奠定了稳定全年粮
食生产的基础，为继续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增强了信
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
坚战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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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开发投资同比增1.9%
市场稳定趋势不变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62780亿元，同比增长1.9%，一季
度为下降7.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9404万平方米，下降8.4%；商品房销
售额 66895 亿元，下降 5.4%。这两项
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17.9、19.3个百
分点。

刘爱华表示，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已
经转正，但也要看到房屋新开工面积、
土地购置面积等房地产市场指标仍处
于下降区间，对下半年房地产走势应该
持观察态度。

业内人士认为，各地应继续因城施
策，打好调控组合拳，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