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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直升机
在空投网兜石块。当
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紧急调度 3 架直升机，
在湖北省阳新县进行

“水陆空”立体化应急救
援。其中包括一架米－
26 直升机和一架米－
171 直升机在富河干堤
葵赛湖下垸溃口上空，
空投网兜石块，另有一
架指挥直升机。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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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陈炜伟

郁琼源）中国经济再次展现巨大韧性。国

家统计局 16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

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

的国内外环境，增速转正来之不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天

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全国上下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我国

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从生产来看，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3.8％，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4％ ，一季度为下降

8.4％。此外，服务业降幅缩小，现代服务

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下降1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6个百分点，市场销售逐步改善，网上零

售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

投资回升。此外，货物进出口好于预期。

就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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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比 5月份下降 0.2个百分点。收入

方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66元，同比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

度加快 1.6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下降1.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6个百分

点。

“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指标仍在下降，

疫情冲击损失尚需弥补。”刘爱华说，当前

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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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推

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转正了！中国经济二季度同比增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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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梳理最新10

项重要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脉动。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1.6％，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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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未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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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粮比去年多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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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上涨3.8％，“米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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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进出口同比下降3.2％，6月
份首次双双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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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贷款超12万亿元，金融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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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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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新增专项债2.23万亿元，积极
支持“两新一重”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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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I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工业生产恢复较快

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9％，比5月份上升0.3个百

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二季度同比增长4.4％，

一季度为下降8.4％，显示出我国工业生产

恢复较快。

民生银行智库宏观区域研究团队负责人

应习文认为，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各

地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投资需求已在持续好

转。展望下半年，生产端将进一步恢复，投资

将加快回暖步伐。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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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由 降 转 升 稳 步 复 苏
——透视上半年十大经济数据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红霞 舒静 宋佳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5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15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整

体经济活动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且经

济前景高度不确定。

这份报告根据美联储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的最新调

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与5月份发布上

一份“褐皮书”时相比，随着许多企业重新开业，消费支出回

升。在汽车销售反弹以及食品饮料等行业持续增长带动下，

所有辖区零售额出现增长。

行业方面，受疫情严重打击的休闲和酒店行业有所改善，

但仍远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多数辖区制造业活动上升，但也

处于极低水平。建筑业依然低迷，仅在部分辖区出现回升。

房屋销售温和增长，但商业地产活动保持在低水平。农业部

门财政状况持续不佳。能源部门在需求有限和供应过剩的影

响下进一步下滑。

就业市场方面，随着许多企业重新开业或增加生产活

动，几乎所有辖区就业出现净增长。但所有辖区就业人数

都远低于疫情前水平。几乎所有辖区都表示，由于健康和

安全问题、儿童保育需要和较高的失业保险福利，企业很难

重新召回员工。

此外，物价整体变化不大，各辖区均报告投入成本和销售

价格保持平稳。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

美国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

据新华社天津7月16日电（记者白佳丽）“熊孩子”高额

打赏主播，父母与科技公司“对簿公堂”。近日，天津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

打赏，从而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

该案原告刘某出生于2002年。2018年，父母将其带至身

边帮助打理生意。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刘某使用父母

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

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

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但遭到该公

司拒绝。

法院介绍，一审法院判处某科技公司退还部分金额，原

告刘某对判决结果存在异议，遂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刘某认为自己作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进行的巨额打赏与他的身份、年龄以及家庭经济

状况不相适应，行为应当无效。被告认为，刘某初中辍学，

而且年满16周岁后，自己独立生活，其父安排开立银行卡并

管理大额款项，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直播平

台不应返还涉案的打赏款。

经多次沟通协调，近日，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原告

申请撤回起诉，涉案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

经履行完毕。

审理该案件的法官表示，这起案件对网络服务平台、家

长以及未成年人都起到了警示作用。网络服务平台要意识

到，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

服务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及时妥善处

理由于未成年人打赏而引发的纠纷。同时，在未成年人的

成长过程中，监护人应承担起监护、教育责任，加强引导，帮

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近160万元
涉案公司全部返还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白瀛）国家电影局16日

下发通知规定，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

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中高

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

这份《国家电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

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指出，一旦从低风险地区调

整为中高风险地区，开业的影院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

定，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及时按要求暂停营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同日发布的电影放映场所恢复

开放疫情防控指南要求，未戴口罩和体温37.3度以上者不

得进入；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实行交

叉隔座售票，保证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每场上座率不得

超过30％。

国家电影局：

低风险地区影院7月20日恢复营业

新华社天津7月16日电（记者周润健）7

月16日，迎来初伏第一天，一年中最热的“三

伏”时节又到了，高温、高热、高湿将成为这

一时段的常态。

“三伏”也叫“暑伏”，是头伏（也叫初

伏）、中伏（也叫二伏）和末伏（也叫三伏）的

总称。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天数

不固定，有的年份10天，有的年份20天。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说，按照传统历法规定，夏至后的第三个

庚日开始“暑伏”。今年6月21日是夏至，夏

至后的第一个庚日是6月26日，第二个庚日

是7月6日，第三个庚日是7月16日，从这一

天起正式“进伏”。

依据庚日10天重复一次的规律，头伏和

末伏都是10天。然而进入末伏的时间比较

特殊，是从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算起。如果

第五个庚日出现在立秋前，那么立秋后的第

一个庚日就成了夏至后的第六个庚日，中伏

也就成了20天。今年夏至后的第五个庚日

是8月5日，而立秋是8月7日，因此要等到8

月15日即第六个庚日才能进入末伏，所以中

伏得延长10天，俗称“双中伏”。这样算来，

今年的“暑伏”总计40天。

记者了解到，由于“干支纪日”排列次序

的原因，40天的“暑伏”近年连续出现。统计

显示，从2015年至2024年这十年间，“暑伏”

都是40天。

罗澍伟表示，“伏”有“藏”的意思，此时节

应“少动多静”“戒躁戒怒”，自我调适，放松身

心。如果外出，一定要采取防晒措施，随身带

些清凉油、藿香正气水之类的防暑药品；注意

及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时再喝；平时多吃些

清凉解暑的食品，如西瓜、莲子、苦瓜等。

“进伏”啦！今年“暑伏”为啥又是40天？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王雨萧 陈炜伟）小店经济

有望迎来发展春天！记者16日从商务部获悉，我国将通过一

系列政策举措“点亮”小店经济发展，带旺“烟火气”，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

进行动的通知》明确，通过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培育一批

试点城市，推动社区、批发市场、商圈、特色街等小店集聚区转

型升级，推进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商贸企业、中央厨房等“以

大带小”，赋能小店，加快发展“产品优、服务好、环境美、营销

广”的特色小店，并要求地方加强联动，全国一盘棋，至2025

年，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集聚区1000个，达到“百

城千区亿店”目标。

通知要求，地方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落实好现行扶持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

政策，共同促进小店经济健康繁荣发展。各地要结合实际，形

成具有本地产业特点、行之有效的小店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做法。

带旺“烟火气”

我国将“点亮”小店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