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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台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
案》、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重
大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日前，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围绕中
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宏观政策等话题
答记者问。宁吉喆指出，预计2020年我国经
济增速2%左右，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对于促进经济持续恢复和
平稳发展，有信心、有基础、有底气。

制造业规模居世界首位

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宁吉喆表
示，可用8个字形容：持续恢复、稳定回升。

宁吉喆指出，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防险能
力、抗压韧性和发展活力。经济实力大幅跃
升，预计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

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
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粮食产量连续 6 年
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制造业规模连续 11
年居世界首位。

“六稳”“六保”明显见效。稳就业保就
业保民生目标实现，2020年前11个月城镇新
增就业1099万人；保市场主体稳预期稳金融
看到实效，全国市场主体达1.3亿户。

从最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恢复向好势
头继续巩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1.9%、55.7%和 55.1%，
均继续位于年内较高运行水平，连续10个月
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进入四季度，制造业复苏步伐有所加
快，2020 年 12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9%，制

造业总体保持稳步恢复的良好势头，景气度处
于年内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综合PMI产出指数连续
4个月保持在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
近期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恢复向好。

打造自主安全可控产业链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哪些工
作将成为重点？宁吉喆表示，围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力做好
五方面工作。

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布局创新体
系，大力推动怀柔、张江、合肥等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自
主安全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实施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着力挖掘新型消

费潜力，制定出台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
方案》，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
规定，推动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标准化、品
牌化。围绕“两新一重”扩大有效投资。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制定出台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实施好新
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着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动绿色发展。围绕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制定并实施相关保障
措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完善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加快完善有利
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强化对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研究制
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方案；针对“一老
一小”、住房保障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研
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保持经济恢复支持力度

政策是不少市场主体关注的一大重点，
2021年宏观政策如何看？宁吉喆指出，把握
好宏观政策的方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
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把握
好宏观政策时度效，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
免急转弯。

宁吉喆表示，随着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
态，宏观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一些临时性
救助政策将稳妥退出，但必须坚持稳中求
进，继续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和政
策措施。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如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
计划将延续实施。

与前几年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
2021年宏观政策取向的表述，增加了“可持
续性”。宁吉喆指出，主要是考虑处理好当前
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
等关系，以政策的可持续实施促进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
开放增加发展动力，促进经济转向创新驱
动、内生增长轨道。

政策给力，信心增加。植信投资研究院
日前发布的 2021 年宏观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已落地宏观政策的效果会继续逐步显现，未
落地的将进一步实施，这将支持2021年中国
经济进一步复苏，全年继续回升已无悬念。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
报称，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政策支撑等
因素，中国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实现复
苏。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实现2%的
增长，2021年增速加快至7.9%。

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2%左右——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底气足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安徽省淮北市濉
溪县经济开发区铝基
新材料基地拥有涉铝
企业 50 余家、高新
技术企业 10 家，产
品畅销国内、欧美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图为 1 月 3 日，工
人在基地内生产高精
度铝板、铝箔等产品。

李 鑫摄
（人民视觉）

近期，湖北省十
堰市房县工业企业生
产一片繁忙，赶制耳
菇、纺织、防护服等
一批农工产品，销往
多个国家。图为 1月
3 日，在位于房县白
鹤镇赤岩村的房县卓
琳袜业有限公司，工
人正在生产棉袜。

张启龙摄
（人民视觉）

新 年 伊 始 ， 海 南
省琼海市又迎来插秧
旺季，田野上到处呈
现 繁 忙 的 耕 作 景 象 。
图为 1 月 3 日，在琼海
市 嘉 积 镇 椰 子 寨 村 ，
农民在田间插秧。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贵州省黔
西县协和镇大力发展鲜
花种植产业，促进居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图
为 1 月 3 日，协和镇杨
柳社区村民在大棚内采
收鲜花，供应市场。

范 晖摄
（新华社发）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学区第一小学开展“树叶彩绘 助力冬奥”活动，带领学生在树叶上绘制
冬奥主题的美术作品，并引导学生学习冬奥相关知识。图为1月4日，该校学生展示彩绘树叶冬奥主题作品。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彩绘树叶 添彩冬奥彩绘树叶 添彩冬奥

本报北京1月4日电（记者徐佩玉） 为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的决策部署，推动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发
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关
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
稳外资的通知》，自2021年2月4日起实施。

《通知》 共包括五个部分，共十五条，
涵盖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推动更高水平贸易
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进一步简化跨境
人民币结算流程、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
管理、便利个人经常项下人民币跨境收
付、便利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使
用等五个方面内容。

《通知》 提出，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需
求，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
便利化，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更高水
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支持贸易新业
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等举措。同时，将根
据商事制度改革，及时调整对业务办理及
审核的要求。

在进一步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方
面，《通知》提出，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重
点监管名单形成机制，支持单证电子化审
核，优化跨国企业集团经常项目下跨境人
民币集中收付安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
外承包工程类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便利化试点。

在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
方面，《通知》提出，放宽对部分资本项目
人民币收入使用限制，便利外商投资企业
境内再投资，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业务相
关专户管理要求，优化对境内企业境外人
民币借款业务的管理，简化对境内企业人
民币境外放款业务的管理。

在便利个人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
付方面，《通知》提出，支持个人经常项目
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便利个人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接收港澳同名汇款。

此外，《通知》还提出了便利境外机构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使用的举措，要求境
内银行应不断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市

场主体在对外经贸活动和国际合作领域中使用人民币提供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做好 《通
知》 落地实施工作，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指导，持续优化
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切实发挥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
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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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月4日电（记者李
思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
在确保三峡工程全面发挥防洪、航
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的前提
下，三峡电站 2020 年全年累计生产
清洁电能 1118 亿千瓦时，打破了此
前南美洲伊泰普水电站于 2016 年创
造并保持的 1030.98 亿千瓦时的单座
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三峡电厂厂长陈辉介绍，2020
年初，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三峡
电站持续加大电站出力和调峰量，
送往华东、华中、南方等省市的清

洁电能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值，为我
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
力的基础能源保障。

2020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发生
5 次编号洪水，最大洪峰达 75000 立
方米每秒。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
任务，三峡集团严格落实汛期三峡
工程各项风险管控措施，优化调度
拦洪削峰，为长江流域防汛减灾发
挥了骨干作用。

2020 年 12 月以来，受寒潮影响，
三峡电站部分受电区域气温偏低，采
暖用电负荷加速释放，电力供应缺口

大。三峡电站积极开展“抗寒潮、保供
电”迎峰度冬工作，2020 年 12 月 12
日至 30 日紧急调整运行方式，合理
安排机组检修，高峰期增开机组 8
台，日均出力较寒潮前最大增加329
万千瓦，累计发电量超过 37 亿千瓦
时，及时弥补了用电缺口。

初步测算，三峡电站2020年所生
产的1118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与燃煤
发电相比，可替代标准煤约 3439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9402 万吨、二氧
化硫 2.24 万吨、氮氧化物 2.12 万吨，
相当于种植37万公顷阔叶林。

三峡电站是我国“西电东送”
和“南北互供”骨干电源点，2018
年，年发电量达 1016 亿千瓦时，首
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4日电 （记者王雨萧）
记者 4 日从商务部了解到，2021 年元旦假期期
间，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供销顺畅活
跃，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据商务部监测，节
日三天，全国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
长6.2%。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
期间，各地促销活动精彩纷呈。银联商务数据
显示，全国重点监测商户线下消费规模同比增
长 7.4%。据商务部监测，节日三天，重点零售企
业食品、服装、家电数码、珠宝首饰日均销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3.5%、22.8%、9.9%和 10.3%。海南 7家
离岛免税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13%。

元旦假期重点零售企业

日均销售额增长 6.2%

元旦假期重点零售企业

日均销售额增长 6.2%

三峡电站2020年发电量达1118亿千瓦时

本报上海1月4日电（记者谢卫群） 2021年
首个工作日，上海市 64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2700亿元。同日，“张江在线”和“长
阳秀带”两个在线新经济生态园亮相，标志着
上海正式启动建设以“在线新经济”为特色的
世界级创新地标。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重大产业和科创
项目 52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在线新经济、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装
备和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基础设施、租赁
住房等重大项目 12 个，涉及杨高路改建工程、
海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等重要民生工程。

上海2700亿元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张浩然） 记者从河
南省水利厅获悉，河南省首个南水北调调蓄工
程——观音寺调蓄工程已于近日开工建设。

据介绍，观音寺调蓄工程位于新郑市南部
约9公里处，处于沂水河上游，距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总干渠左岸2.5公里。工程主要包括上、下
调蓄水库和抽水蓄能电站，规划总库容 3.28 亿
立方米，规划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 800兆瓦，
工程静态总投资约为175亿元。

河南首个南水北调调蓄工程开建

田间插秧 采收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