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 4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达到 78.5％，基础性作用
进一步增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9609元，同比名义
增长 8.8％，比一季度加快
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6.7％，加快1.3个
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
年同期提高14.2个百分点，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
增强。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认
为，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扩围等扩大开放政策带动
下，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将得到更好满足，新动能将
更好成长。

数据 3
居 民 收 入 ：实 际 增 长

6.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4063元，同比
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6％，显示居民
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倍差2.77，比上
年同期缩小0.02，城乡收入
差距继续缩小。

数据 6
外贸：顺差收窄 26.7％，呈

现有序转换提质增效态势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 总 值 14.12 万 亿 元 ，增 长
7.9％；贸易顺差9013.2亿元，同
比收窄26.7％。这是自2016年
第三季度起，我国贸易顺差连续
第8个季度呈现同比收窄态势。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认为，贸易顺差连续收窄是我
国宏观经济变化的必然结
果。应该看到，我国外贸增长
动能呈现有序转换、提质增效
态势，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出
口、优质消费品进口保持良好
增势。

数据 5
失业率：连续 3 个月低于

5％，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就业乃民生之本。数据显
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
个月都低于 5％，5、6 月份是
4.8％，这是2016年国家统计局
建立全国劳动力月度调查制度
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
劳动力总量18022万人，比上
年同期增加 149 万人，增长
0.8％。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
入3661元，同比增长7.5％，市
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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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祖莱。

习近平欢迎阿祖莱总干事首次
访华。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
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联。人
类文明是多元并存的。进入新时代

的中国，我们一方面坚持文化自信，
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提
高文明素质，一方面秉持“世界大
同”、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主张各
国文化相互尊重，交流互鉴。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要促进共
同发展，也要促进民心相通。中国
愿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和人类发展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力合作组织，可以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
用。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
持续稳定发展，这有利于世界和平与
繁荣。中方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坚定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促进世

界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深化双
方合作，共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特别
是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科技、文化事
业进步。

阿祖莱表示，当今世界，孤立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国际社会应开放
包容，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交流，
这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的坚定支持，高
度评价双方合作，赞赏中方致力于多
边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中方理
念高度契合，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愿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合作，为世界和平、安全
与合作作出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世界银行有
着长期良好的合作。我们赞赏世界
银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近年来大力推进增资和股权改革，提
高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世界银
行是维护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力量。中方愿深化同世界银行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推动全球减贫
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开放型世界经
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
地球村。尽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各国利益交融、
命运与共、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合
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发展得

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同
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反对针对中国的那些不实
指责，将坚定维护自身合理利益。
作为负责任大国和现行国际体系的
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坚定不移
支持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同各
方一道，做大合作的蛋糕，实现互利
共赢。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基础上，通过共
商共建共享，促进国际发展合作。
中方愿加强同世界银行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合作。

金墉表示，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
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世界银行高
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上重要讲话，您提出要敢于
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我
完全赞同并多次引用。在全球化时

代，各国都不能闭关自守，都要遵守
规则。世界银行赞赏中方支持多边
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支持世界银行增
资和股权改革。习主席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体现着远见卓识，极大地
有助于国际发展合作和减贫事业。
世界银行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一带
一路”框架下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减
贫和发展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
日，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在坦
桑尼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坦桑尼亚革命党、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莫桑比克解放阵
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纳米比亚人
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六姊妹党联合建设的尼雷尔领导力学
院奠基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对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南部非洲六姊妹党

是领导各自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和经济
建设的重要力量。联合建设尼雷尔领
导力学院是六姊妹党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将为各
自国家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
党同六姊妹党保持传统友好关系，为双
方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政治引领

作用。中国共产党愿以此为契机，同包
括六姊妹党在内的非洲各国政党加强
交流，互学互鉴，携手推动建设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致贺信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国民经济半年报。“新华视点”记者根据其中的重要数据，结合相关部门近日发布的同期各领域数据，观察中国经济正呈现哪些发展态势。

中国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
美国301征税建议措施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据商务部消息，中
国于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项下对我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建议措施追加起诉。

我国累计发行扶贫债券
超300亿元
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侯雪静）记
者16日从中国证监会扶贫办了解到，目前我国已
累计发行扶贫债券金额达316.6亿元，为贫困地
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据证监会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融资难、融
资贵是制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资本
市场要引导各类资源在实体经济领域集聚、流转
和优化配置，以解决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资本下
不来、留不住、不活跃”等问题。

港珠澳大桥通4G网络
据新华社广州7月16日电（记者周强）由粤

港澳三地合作共建的超级跨海工程——港珠澳大
桥通4G网络信号了。

从需求承接到工程完结，历时3年零2个月，
由中国铁塔公司承建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移动
通信基础设施近日完工。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由集桥、岛、隧于一
体的主体工程和香港、澳门、珠海三地连接线组
成。主体工程于2017年12月31日基本建成，大
桥已如期具备通车条件。

据新华社贵阳7月16日电（记者李惊亚）邓
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
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1918年，依靠
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
学，他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等
先进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
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
参加罢课运动。在学生运动期间，他同济南省立
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
无间的革命战友。

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济南
中共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大会
上，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
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
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
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
破坏，他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
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
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
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
卖，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

面对酷刑折磨，邓恩铭咬住牙关，在狱中还领
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
同志得以脱险。

1931年4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
家大院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
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中共一大唯一的
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

数据 7
物价：CPI 温和上涨 2％，整个市

场供求基本平衡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上涨2.0％，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1个百分点，呈现温和上涨态势，说
明整个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3.9％，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
点，较上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

毛盛勇认为，3.9％的PPI涨幅一
方面能够保证工业企业利润保持比较
合理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利于减轻
对下游产品的成本传导压力。

数据 8
实体经济：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增速连续3个月回升，比一季
度加快3.0个百分点，显示实体经济稳
健运行的良好态势。

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新供给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上半
年工业领域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6％、9.2％和8.7％，明显快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代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向的新产业不断壮大，对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的带动引领作用正逐步增
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
员张燕生说。

数据 1
GDP：增长 6.8％，折射中国

经济韧劲十足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
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6.8％。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
长6.7％，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
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他以

“异常复杂严峻”描述上半年国
内外环境。在此背景下，6.8％
的增速尤为可贵，折射出中国经
济韧劲十足。

数据 2
财政收入：增长 10.6％，运

行将继续保持平稳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04331 亿元，同比增长
10.6％。其中，税收收入91629
亿元，同比增长14.4％；非税收
入 12702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0.8％。

财政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体现我国经济“稳”的态势稳
固。税费升降之间，印证经济结
构优化、降费措施持续发力。财
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娄洪预判，下
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
但总的看，财政收入运行将继续
保持平稳。

数据 9
服务业：同比增长8.0％，经济增

长压舱石作用继续巩固

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
个百分点，仍然保持较快增速。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今年
上半年达到60.5％，比上年同期提高
了1.4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整体支撑作用不断提
升的同时，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今
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
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分别增长 18.1％、17.5％和
15.4％，分别比去年同期加快2.4、5.0
和4.5个百分点。

数据 10
创新创业：日均新设企业1.81万

户，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市场主体
998.3万户、新设企业327.4万户，同比
增长均为12.5％；日均新设企业达1.81
万户。同期，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75.1万件，发明专利授权21.7万件；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全国专利
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同比增长29.5％，营
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学家
李伟乔说，中国近期频繁推出扩大开
放、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这有助于
打消外界对投资中国的顾虑，维护正
常多边贸易体系。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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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部门联合发文
稳定和促进就业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安蓓）国家
发展改革委16日称，为更好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国家发改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大
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
见》。意见明确，我国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
力稳定和促进就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稳中
向好。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