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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国家统计局披露 8月份
中国经济数据。如何研判数据背后
的新亮点？中国经济运行还面临哪
些挑战？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如何发
力？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和宏观经济领域专家。

8月份，多个指标增速出现年内
的首次转正。比如，8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1至8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至8月货物
出口累计增速3个指标实现年内首
次转正，1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增速也接近转正。

“8月份国民经济克服了疫情和
汛情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稳定复苏
的态势，总体来看，积极变化在累积
增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说。

从各方较为关注的消费来看，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71
亿元，同比增长0.5%，增速年内首次
由负转正。在实物商品消费恢复的
同时，服务性消费也在稳步恢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颜色分析，8月我国实体经济稳步回
升，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好转，疫情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首次转
正，恢复速度超预期。

此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8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
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就业主
体人群25至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
为 4.8%，比 7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
点。物价方面，8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4%，涨幅比 7月
份回落0.3个百分点，总体上保持温
和上涨态势。

“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科学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产
需求继续回升，就业和物价总体稳
定，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
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付凌晖说，在
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的条件下，能
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

值得关注的是，市场预期也在
改善。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51%，连续6个月高于临界点。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5日

发布针对超百名经济学者所做的“中
国经济学人热点调研”显示，今年三季
度，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
68，比上季度调查上升了 51个点，为
2018年二季度以来的新高。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仍然
面临不少挑战。

“当前经济主要还是恢复性增长，
多数指标增速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一
些指标的累计增速仍处于下降区间。”
付凌晖说，国际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经
济体经济陷入衰退，外部不确定性因
素仍比较多；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
矛盾还比较突出，经济恢复过程中不
平衡态势比较明显，保就业、稳企业的
压力依然比较大。

付凌晖介绍，今年的城镇调查失
业率等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特别是今
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874 万人，前期疫
情影响导致大学生找工作时间仓促。
8月份，20至 2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

程度人员调查失业率比上年同期高5.4
个百分点。要推动经济持续复苏，着力
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

展望未来几个月，专家普遍认为中
国经济仍将延续恢复势头。

“从三季度前两个月情况看，无论是
工业生产还是服务业生产，都比二季度
改善。如果9月份能够延续这种态势的
话，总的看三季度当季增速会比二季度
加快。”付凌晖分析，从后期走势看，需
求回升、投资加快、消费恢复对整个经
济的带动作用在逐步增强。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钢认为，多个指标转正显示中国经济
持续恢复，正逐步走出疫情影响，预测
四季度经济形势会继续向好。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统筹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深化改革激发
新活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动能，以扩
大开放打造新优势，狠抓政策落地见
效，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努力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多 指 标 增 速 年 内 首 次 转 正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稳 定 复 苏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申铖

最近，福建省宁德福安
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的 1200
亩本地品种刺葡萄进入采摘
季，一串串刺葡萄挂在沿溪
而搭的葡萄架上，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采摘、观光。近年
来，溪塔村因地制宜，以绵延
6 公里长的葡萄沟为示范带，
引导村民将刺葡萄种植向溪
岸、庭院、山地延伸拓展，打
造葡萄沟特色旅游畲寨，果
农足不出村就可以卖葡萄、
搞旅游，实现了生态农业与
乡村旅游事业的双丰收，全
村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收入
逾千万元。

图为9月15日，在福建省
宁德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
村葡萄沟，几名姑娘身着畲族
服饰在体验采摘刺葡萄。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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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6 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
16 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完善生物质发
电项目建设运行，推动生物质发电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安排，2020
年中央新增生物质发电补贴资金额度为15亿元，
补贴资金安排按照组织申报、统一复核、项目汇
总、公布补贴名单的流程开展。

方案明确，自2021年 1月 1日起，规划内已核
准未开工、新核准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全部通过竞
争方式配置；新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补贴资金由
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分地区合理确定分担比例。

此外，方案还从加强规划引导、加强投资监测
预警、拓展生物质能利用渠道、落实生物质发电支
持政策、逐步推动形成生物质发电市场化运营模
式和强化项目建设运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
要求。

这位负责人表示，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稳步
发展，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
规模约 2520 万千瓦，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武汉 9月 16日电（记
者乐文婉）16 日 10 时 48 分，从
韩国首尔飞来的德威航空公司
TW615 航班降落在武汉天河国
际机场。14 时 12 分，这架客机
由武汉启程飞往首尔。这是湖
北国际及地区定期客运航班停
运 7 个多月以来，恢复的首条国
际定期客运航线。

据湖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
部主管屈晓妮介绍，这条航线由
韩国德威航空波音 B737-800 客
机执飞，每周执行 1 个往返航
班。按计划，每周三 8 时 40 分
（韩国时间）从韩国首尔出发，10
时 50 分（北京时间）抵达武汉；
当天13时 55分（北京时间）从武
汉返程，18 时（韩国时间）抵达
首尔。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由首尔抵
达武汉的 60位旅客在机场完成体
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抽血、核
酸检测后，被统一转运至指定酒
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集中医学观
察。从武汉前往韩国的旅客则需
要在办理值机及行李托运手续
时，填写韩国入境隔离承诺书，并
扫描海关健康申报二维码申报健
康情况。

湖北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员李
良杰介绍说，截至目前，武汉天河
国际机场已恢复至国内 73 个航点
的客运航线，单日起降 500 架次左
右航班，国内客运日吞吐量已恢复
至去年同期的90%以上。未来，武
汉还将逐步恢复至曼谷、吉隆坡、
马尼拉、河内、东京、雅加达等城市
的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

中国信托业协会日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我国信托资
产规模为21.28万亿元，同比下降
5.56%。专家表示，在“去通道”

“去嵌套”的监管政策要求下，信
托资产规模平稳下降。同时，信
托业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调整
各项业务，取得了明显进展。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信托资
产规模较上季度末减少477.55亿
元，降幅有所收窄。复旦大学信
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认为，二
季度信托资产降幅收窄的同时，
资金来源结构正在优化。信托公
司正转变多年来依靠“通道”获取
收益的做法，不断提高主动管理
能力和专业投资能力。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事务管
理类信托余额为 9.58 万亿元，同
比下降22.87%。事务管理类信托
占比为45.02%，较上年同期下降
10.1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
任曾刚认为，事务管理信托为主
的通道类业务占比不断下降，说
明信托业正逐渐摆脱对融资类业
务的过度依赖，回归主业、服务实
体经济的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信托业服务实体经济
部门的资金占比保持较快增长。过
去四个季度，工商企业信托余额占
比和基础产业信托余额占比持续
上升。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我国资金
信托投向工商企业领域 5.56 万亿
元，较上季度末增长1.46%，资金占
比达 31.51%。资金信托投向基础
产业2.89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长
0.35%，资金占比达16.37%。

殷醒民表示，信托业正引导更
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以实际
行动支持制造业和中小企业资金需
求。当前，金融部门千方百计助力
企业纾困，信托业也要深挖各产业
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设
计灵活多样的金融模式，更好服务
中小企业。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范转
型面临较大压力。为此，资管新规
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

专家表示，过渡期延长，但监管
方向并未发生变化。信托业要抓住
时机，加快转型步伐，迅速构建起
净值化产品体系和服务信托产品
体系。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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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运 7 个 多 月 以 来
湖北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复航

二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平稳下降
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
特别对话会15日举行。瑞士西区经
济发展署前署长、经济学家菲利普·
莫尼耶当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中国和
世界都有利。

莫尼耶认为，虽然新冠疫情冲击
和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拖累了世界
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复苏为世界经
济带来重要动力。他说，中国政府以

坚定的决心和成功的方式应对疫情
危机，使得国内经济迅速复苏，为世
界树立了成功典范。

莫尼耶指出，中国能够很快遏制
疫情蔓延，无疑有利于中国尽快恢复
经济增长，开拓更多国际市场。同
时，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世界经济
也是利好消息。“我坚信，中国经济开
放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有利
的。这种开放是渐进的、持续不断

的。”
他说，中国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全

球重要经济体。对国际企业而言，中国
不仅是优先市场，还是供应、伙伴关系
和创新的重要来源。

莫尼耶目前是瑞士韦雷投资公司
股东兼董事。他说，自己所在公司与中
国伙伴合作“打开了许多大门”。“中国
不仅是主要市场，而且是重要的资本来
源。”他建议，中国进一步鼓励外国对华

投资，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开放
措施的认识和信心。

中国和欧盟已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莫
尼耶说，欧洲与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加
强合作的潜力巨大，政府间协议可以大
大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

他还表示，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会随
着全球面临主要挑战的变化而变化。受
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化在未来几年或
将有所放缓，但继续推动全球化仍应是
世界发展的主流。

展望后疫情时代，莫尼耶坚信全球经
济终将恢复活力。“新冠疫情也给世界经
济带来一些新动力，如生产流程的数字化
等。”他说。（新华社日内瓦9月16日电）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
——访瑞士经济学家莫尼耶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凌馨

新华社北京9月 16日电（记者
李延霞）记者16日从银保监会获悉，
为规范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
的经营活动和金融服务，银保监会制
定相关管理办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保证金融服务的
持续性，同时要守住风险底线等。

《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

融服务管理办法》规定，银行保险机构
应当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保证金融服务
的持续性，包括公告营业变更、采取多
种服务形式、提供金融便民服务和应
急处置金融服务、为受影响借款人提
供灵活支持等。保险公司应当开发针
对性的保险产品，增加业务供给，积极
发挥保险的风险防范作用。

为进一步倡导和支持银行保险机
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办法分别规定了
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可以主动提供的
具体金融支持措施，明确了应重点支持
的领域。

办法强调，银行保险机构在提供金
融服务和金融支持的同时要守住风险
底线。要加强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防

范多头授信、过度授信，防止挪用融资等
行为。

办法要求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
银行保险机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行动
和效果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办法同时
规定银保监会可以主动调整监管指标，
可以临时性对银行保险机构豁免采取监
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

银保监会出台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