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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长6.3%，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
产总值45093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6.3%。如何看待这一增幅？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总的
来看，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
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发展态势。6.3%的
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还是名列前
茅的。 下半年外部环境可能依然比较复杂，
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政策储备
还有很多空间，国内市场不断壮大，这些都
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投资
同比增长5.8%，结构趋优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8%。从环比速度看，6月份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0.44%，稳中有升。

投资增速较以往放缓的背后蕴含新亮
点。 例如，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4.6个百分点；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5%， 增速比全部
投资快7.7个百分点。

毛盛勇表示，社会领域的投资、高技术
产业的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都保
持在10%以上的较好水平，中部、西部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说明投
资结构正呈现优化的趋势。

消费
近20万亿元，升级趋势凸显
各项数据中，消费“成绩单”无疑最打

眼。2019年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5210亿元，同比增长8.4%。在全部居民
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9.4%，
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认为，目前，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
已占消费总支出的“半壁江山”，凸显了消
费升级加快的趋势，应通过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外贸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9%，

稳定举措效应持续显现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外贸是否受到

影响？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
总额14.67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9%。
其中， 出口7.95万亿元， 增长6.1%； 进口
6.72万亿元，增长1.4%。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说，稳外
贸举措效应持续显现,“放管服” 改革深入

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接连落地等，有
效提振了市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外资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万余

家，政府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
“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的言论是真的

吗？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 实际使
用外资 4783.3亿元人民币 ， 同比增长
7.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国政
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决心不会改
变。中国政府仍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推
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大外商投资权益
的保护力度。

收入
同比名义增长8.8%，城乡差距缩小

“钱袋子”是百姓最关心的事。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4元， 同比名
义增长8.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比经济增速高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为2.74，比上年同期缩小0.03。
毛盛勇介绍，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要
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就业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67%，服

务业蓬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就业稳，民心安。上半年，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737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
其中25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6%，低
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5个百分点。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李长安看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
这份就业“成绩单”相当亮眼。其中，服务业
蓬勃发展对促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系列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保持
了就业形势的总体平稳。

物价
CPI同比上涨2.2%， 不存

在明显通胀压力
上半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

蔬菜、 水果等价格上涨引发不少人担
忧，通胀要来了吗？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 鲜菜价格同比涨
幅已经回落， 鲜果价格涨幅有望收窄，6月
之后CPI翘尾因素逐渐减弱。 除猪肉价格
外， 其他拉升CPI的因素都较弱， 下半年
CPI上涨空间有限，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0%，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消费升级趋势下， 制造业转型步伐正

在加快。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0%，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0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34.6%和20.1%。

“这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
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中高端制造
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 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6月份，一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涨幅均回落。

在毛盛勇看来，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总
体是平稳的。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表示， 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的目标，夯实主体责任，确保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十大数据透视
2019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下期奖池：4186160785.6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89 8 9 0
排列 5 19189 8 9 0 9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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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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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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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上半年国民经济 “成绩单”新
鲜出炉，记者汇总中央多部门相
关信息，透视数据背后的中国经
济“上半场”走势。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评论员

� � � � 15日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成绩单”，用
一系列扎实数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我国经济
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 面对种种风险挑战，
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尤为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近14亿中国人民
团结奋斗的结果。

从“半年报”数据看，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加巩固。
上半年6.3%的经济增速，虽较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但
持续保持在6%以上的合理区间。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
济这一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 同时，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737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67%，物价温和上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6.5%的实
际增长“跑赢”GDP增速，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2.7%。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的势头更加强劲。上半年农
业、工业、服务业持续发展，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运行稳健。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经济结构优化势头明显。
以需求结构为例，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60%，消费基础性作用继续巩固；社会领域投资、高技
术产业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均实现10%以上增速。

成绩令人鼓舞，挑战也不容忽视。从数据看，二季
度经济增长6.2%，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下半年经
济发展的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处于转型升级、爬坡
过坎关键期的中国经济，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我们既
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信心， 以平常心态看待困难挑
战，又要保持清醒头脑，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坚定不移
办好自己的事情。

经济社会发展千头万绪，只有夯实基础、抓住关键，
才能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要认真做好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各项工作，落实好减
税降费等各项政策，巩固发展态势，开拓增长空间。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要稳扎
稳打，为中长期发展闯关夺隘、铺平道路。要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进
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实实在在提升市场信心。

面向未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践行新发
展理念，汇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国经济将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从经济“半年报”
看中国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