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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降转升 稳步复苏

透视上半年十大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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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教育部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正式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2020年教育部高校学
生资助热线电话15日正式开通，学生与家长如有高校资
助方面的问题，可通过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今年是教育部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的第16
年，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为
了更好地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家长，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2020年，教育部将热线电话受理时间延长一周，
具体受理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8日8:00至20:00，
是历年来开通时间最长的一年。

教育部同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央高校及
地方高校全面开通2020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教育部提醒，开学前后是诈骗高发期，同学们一定要
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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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咸安区

嘉鱼县

赤壁市

通城县

崇阳县

通山县

咸宁
高新区

驻点村
古田村

刘家桥村
程益桥村
盘源村

蒲圻湖村
虎山村

望夫山村
月星山村
余家桥村
洞口村

官仕坳村
金山村
新建村
荻田村
何塅村
岭源村
西坳村
谭家村
塔坳村
厢所村
绿化村
华陂村
湖畔村
石垅村
西湖村

刘家岭村
石门村
长滩村
袁铺村
长岭村

驻点单位
市委党校
市统计局

农行咸宁分行市委外事办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财政局
市公积金中心市妇联

市委老干部局
市商务局

市委统战部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咸宁军分区咸宁市金投集团
人保财险咸宁分公司

市司法局
咸宁职教集团
市气象局

咸宁农商银行
市委组织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卫健委

咸宁广播电视台楚天视讯咸宁分公司
市公安局

市公共检测中心
市科协
咸宁职院
市科技局

市委办公室
市人社局

市银保监局团市委
咸宁高新区

项目名称
竹木成品加工扶贫车间项目
乡村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扶贫车间项目
乡村休闲果园采摘基地项目

粮食烘干加工厂项目
苗木基地项目

茶叶加工扶贫项目
张家湖小龙虾养殖项目
杨梅种植建设项目

天马山生猪标准化养殖场项目
猕猴桃基地项目

特色中药材种植基地项目
油茶加工扶贫车间项目

荻田富硒有机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项目
口罩加工车间项目

竹制品加工厂扶贫项目
洪宇鞋业扶贫项目

蔬菜生产基地及建设蔬菜加工厂项目
中药材产业扶贫项目

1400养猪基地扶贫项目
种养殖项目、扶贫车间项目

香菇种植项目
金丝皇菊种植及加工车间扶贫项目
“红美人”柑桔种植扶贫产业项目

龙山田园综合体农业旅游观光园扶贫项目
优质高产板栗红薯种殖项目

荷花繁育基地项目
高密度泉水养鱼扶贫项目
采摘园提档升级项目
扶贫车间改扩建项目

村年收益（万元）
5

11.7
5

3-6.5
9
10
10
10
8
12

占股10%
5
4.5

占股10%
5
5
3

占股51%
6.6

占股49%
4
5.6
7

占股20%
5
5.6

占股20%
5
10
3.1

根据《咸宁市贫困村产业扶贫巩固提升奖励实施办法》（咸扶组办发〔2020〕6号）要求，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
分别于6月6日、14日、15日、19日，对74个贫困村申报的产业项目进行了专题评审。现对第一批项目公示如下：

咸宁市贫困村产业扶贫巩固提升奖补项目评审情况公示

公示期为7天（2020年7月17日至
7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项目有不同
意见，请于2020年 7月 24日前，以电
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等形式向咸宁市扶
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

达邮戳为准）。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反
映情况人必须提供联系方式，以便于调
查核实。

联系人：曹杰
电话：0715-8126421

邮箱：1656329822@qq.com
通讯地址：咸宁市银桂路8号305室

咸宁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16日

本报讯 通讯员咸农宣报道：7月15日，

市农业农村局抗灾救灾技术指导组深入嘉鱼县指导
农业抗灾减灾、农作物田间管理，助力灾后农业生产
快速恢复，确保农业秋收有保障。

在嘉鱼县潘家湾镇龙坎湖村、三湾村，工作组查
看受淹秧田生产情况、了解早稻抢收以及晚稻栽插
情况。据介绍，灾情发生后，当地农业部门迅速协调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勘灾定损，提前拨付理赔资金，帮
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目前，当地已抢收早稻2万
亩，抢种晚稻1.8万亩。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冯伟:对于老百姓
来说，抢收抢种很关键。提早核定的理赔资金，极大
提振农户恢复生产的信心，对灾后恢复生产帮助很
大。我们建议在本月25号前，完成晚稻的栽播。

临近中午，工作组又来到牌洲湾镇查看受淹农
田排渍情况，并对过水秧田进行现场诊断。在康凯
生态农业金家洲村一号虾稻田，市农业农村局技术
专家郭金城拔起一根秧苗，查看生长情况，看见秧苗
上长着白色的细根，他放心地对负责人陈晰说道，这
块田还有救。随后，工作组来到康凯生态农业新洲
村虾稻基地，看着水田里部分枯萎坏死秧苗，专家建

议抓紧时间补种改种。
据了解，康凯生态农业共种植8000亩水稻，此

次灾害造成受灾面积5300亩，绝收2000亩，经济损
失将近200万元。针对当前灾情，工作组建议迅速
开展清淤排渍，对有积水的地块进行抢排，对死苗缺
苗严重田块，及时采取补种抢种措施。

康凯生态农业负责人陈晰：没有救的就把它翻
秋，重新播谷种。有救的这一部分，等它苗能够正常
生长的时候，然后该补秧的补秧，该施肥的施肥，该
除草的除草，按常水稻正常的生长管理就行了。总
之，田要种满，管理要到位，争取损失减到最少。

据悉，截止目前，嘉鱼县已安排240万元财政资
金，组织采购15.5万斤早稻杂交种子，陆续运抵受
灾乡镇，免费送到受灾农户手中，切实帮助农户早日
恢复农业生产。

市农业农村局深入嘉鱼受灾一线 指导农业生产抗灾减灾

赤土网挂G（2020）18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18号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18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红旗

桥社区纬三路南侧2020-交易-18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7521.4(折11.28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93.56万元；
（九）成交价：93.56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年7月13日
（十一）成交结果时间：2020年7月15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飞腾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遗失声明
湖北高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以及

财 务 专 用 章 各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1316521734Y，特声明作废。

胡振雄遗失位于通城县北港镇大界村十一组（原
南木村2组）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证号：鄂土证字
（915）第068号，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卢进熬遗失位于通城县北港镇大界村十四组（原
南木村五组）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证，证号：
140605036，建筑占地面积210.4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的专用存款账户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5360000071601，账 号 ：
575570171188，特声明作废。

湖北咸宁御都香景绿化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以 及 行 政 公 章 一 枚 ，注 册 号 ：
422301000026670，特声明作废。

赤土网挂G（2020）19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19号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19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红旗

桥社区纬三路北侧2020-交易-17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13337.70(折20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312.25万元；
（九）成交价：312.25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年7月13日
（十一）成交结果时间：2020年7月15日；
（十二）受让人：湖北峰峦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上接第一版）
面对记者提问，嘉鱼水利和湖泊局副局长张庆扳着

手指头算道：“首先要做到1：2.5的坡比，提升大堤安全
系数；将堤顶提升至25.02米，提升防洪能力；修建5米堤
顶、硬化3米路面，让交通工具无障碍上堤；在风急浪大
堤段修筑5.6公里挡水墙，提升抗风浪能力；重新铺设电
网；配上14个全新的涵闸、泵站……”

如此高标准高要求，可留给项目施工单位的时间，不
足24个月。

一方面，是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是堤坝基础薄弱、堤防等级低、施工道路单一、
协调任务重等客观原因。

“工期不够，我们抢天时、加班干；施工有难度，我们
找专家、想办法；群众协调难，我们发动党员、做工作。”张
庆介绍，因涉及拆迁，沿湖村湾不少党员第一时间站了出
来，不等拆迁补偿款到位，带头拆掉自家房子。

有了项目指挥部的全力攻坚，党员群众的鼎力支持，
去年底围堤主体工程完工。“新生”的东湖围堤，堤高
25.02米，堤面宽5米，硬化3米，防汛公路全线贯通，成
为横亘大湖一畔的“铜墙铁壁”。

提振信心，干群誓死守护家园

巍巍长堤上，记者见到皮肤晒得黝黑的潘家湾镇副
镇长彭克勇，他正带领干部和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每百
米堤段有7、8人把守。“围堤加固真及时！以前巡堤全凭
双脚，我们把辖区各个点位巡到，得绕个大弯子，多花两
个小时路程。现在车子在堤顶风驰电掣，效率提高很多，
但我们也不敢有丝毫麻痹，洪水一天24小时一刻不停，
要保证全天时时处处有人认真查险。”

“较之2016年大水，今年状况的确要强上很多。”甘
志宝神色充满自信，东湖围堤目前已投入上千人，哪怕水
位继续上涨，足够的应急力量和措施，为进一步升级防汛
留下“提前量”。

“东湖整险加固乍一看是水利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
程。”嘉鱼东湖围堤防汛抗旱指挥部政委、县纪委书记聂
明新对记者说，更强的排涝能力，能降低损失；更高的防
洪标准，减轻了干群压力；更完善的配套设施，节省了劳
力，让防汛更科学、更安全。

显著的防洪效益也历历在目。98年大水，东湖围堤
筑起1米多高的子堤，投入防汛抢险劳力数以万计，但洪
水仍淹没了家园，堤内所有村民避灾外迁，生命没有保
障，生产积极性低落，仅渡普镇因灾损失超过1亿元。今
年水位已接近当年，达历史第二位，但堤上未筑挡水子
堤，险情也几乎为零，堤内无人搬迁或转移，村民照样种
田、种菜、养猪、养鱼，农业生产明显活跃。

采访当日深夜，堤上300余盏路灯悉数亮起，在湖面
上映出一串珍珠般的灯带。这是斧头湖历史上第一次亮
起“路灯”，从此告别“打着灯笼看水”的历史。

“共产党好，国家搞得好！”记者沿堤走来，一路都听
得见村民发自真心的赞叹，一个个满怀喜悦，干劲十足。

夜深了，大堤上的值守人员换了一班，“下班”的干部
群众三两成行，神色轻松，面带笑容。

毕竟，今夜可以安眠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