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

工业表现如何，关系到实体经济的走势。一季
度，中国工业经济开局平稳，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
单：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去年全年回升0.3个
百分点，好于预期；特别是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大幅回升，同比增长13.9%，制造业PMI
时隔三个月再度进入扩张区间。专家指出，在经济下
行的压力下，一季度工业经济取得如此成绩十分不
易，预计全年有望保持平稳态势。

总体平稳，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比去年全年回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2%，快于第三
产业整体增速 14.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应对
经济运行下行压力，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稳预期等各项工作，实现了平稳开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介绍。

看总体——总体平稳，稳中有升。一季度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达到 7.2%，分别高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 0.2 个和 0.7
个百分点。黄利斌强调，制造业的增速高于去年同
期，其中，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增

速分别达到7.1%、7.4%、7.3%。
看预期——市场回升，预期改善。3月份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8.7%，比前两个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
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强弱项，实施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工程，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3%，比前两个月加快了 0.2 个百分点。“随着市场回
升、预期改善，3月份制造业PMI时隔三个月再度进入
扩张区间。”黄利斌介绍，其中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大
幅增长了16.9%。

工业利润增速大幅回升

更大的亮点在于，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改善，利润
增速明显回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工业企业
生产销售增长加快，价格企稳回升，工业利润增速明
显回升。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8.5%，
增速比1—2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13.7%，增速比 1—2月份加快 10.4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4%，涨幅比 1—2月份
提高 0.3 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 8 个月涨幅回落态势；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2%，涨幅比 1—2月份

提高0.1个百分点。初步测算，价格变动使工业利润同
比增加约 268 亿元，对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比 1—2 月
份多 4.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车、石油加工、钢
铁、化工等重点行业利润明显回暖。3月份，受降价、
新车型上市等因素影响，汽车产销有所回暖，汽车制
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0%，扭转了 1—2月份利润同比下
降 42.0%的局面；受工业品价格回升影响，石油加工、
钢铁和化工行业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13.9%、15.2%和
3.2%，降幅比1—2月份大幅收窄56.5、43.8和24.0个百
分点。上述4个行业合计影响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增速比1—2月份回升12.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认为，工业企
业效益状况改善集中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单位成本费
用由升转降。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
入中的成本费用为92.90元，同比减少0.07元。二是杠
杆率继续降低。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 57.0%，同比降低 0.2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 58.7%，同比降低 0.8 个百分点。三是
产成品存货周转加快。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
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7.3天，同比减少0.8天。四是盈利
能力有所回升。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6.13%，同比提高0.01个百分点，扭转了1—2月
份同比回落的态势。

改善环境，助力发展

工业经济走稳走强，与营商环境的改善分不开。
全面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大幅放宽小微

企业所得税优惠标准并提高增值税起征点，印发实施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将制造业现行16%的增
值税税率降至 13%……国家出台政策给力，一季度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增加值增速分别增长
10.6%、9.5%。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华表示，一季度得益
于各类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支持，小微企业
增势平稳。调查显示，享受税收减免政策的小微企业占
49.2%，比上年四季度上升 2.9 个百分点，上年一季度以
来该比例持续上升，税收减免政策惠及面不断扩大。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有了实质性成
效。“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是优化营商环
境、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重要举
措，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黄利斌说，“截至今年3
月底，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清偿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超过2600亿元。”

黄利斌同时表示，5G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
主要发展方向，将成为未来工业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新
引擎。他说，中国现在工业分类中有 39 个工业大类，
具备大而全的完整工业体系，不同工业门类需求各
异。5G将加速各门类之间不断融合渗透，为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赋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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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大幅回升

一季度工业运行好于预期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5月 2日电 （记者徐
佩玉） 近日，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
会主办的2019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
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以“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创新体系，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为主题，围绕农业要素市场整合优
化、农业产业与资源要素融合、农
业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现代农
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人才职业化
培养、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
谐 发 展 、 粮 食 安 全 、 食 品 安 全 、
农业农产品质量溯源等内容进行研
讨和交流。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
颖在会上表示，现代农业产业化会

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提
质增效就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向改
革要动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此外，现场还举办了现代农业
产业化联盟成立仪式。中国小康建
设研究会会长白长岗表示，现代农
业产业化联盟的成立是农业经营体
制的一大创新，整合了粮食生产、
交通运输、技术创新、信息服务等
优势资源，有利于提升农业产业核
心竞争力。

据悉，此次活动吸引了相关部
门、科研机构、企业代表、农业农
村优秀创业创新带头人、投资机
构、行业协会等300余人参加。

本报北京5月 2日电 （记者王
俊岭） 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油
气合作圆桌会议日前在京举行。来
自俄罗斯、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缅甸、莫桑比克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0多位能源及金融领域专业
人士共聚一堂，围绕“立足‘一带一
路’大型项目，打造油气合作利益共
同体”的主题展开探讨，在互利共
赢、创新管理、合规运营、社会责
任和可持续发展等达成广泛共识。

与会人士认为，经济合作是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企业是市场和经济合作的主
体，“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
需要企业发挥关键性作用。“一带

一路”油气合作需要多元开放、共
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只
要各方树立“互利互惠、合作共
赢”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基本原则，就一定能将“一带
一路”油气合作打造成为更加紧密
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伟表示，做好“一带一
路”油气合作，首先要搞好重大油
气项目的管理，让项目高质量、低
成本、按期建成投产、产生效益，
为投资者及当地利益悠关方带来回
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一带
一路”区域内的大中型油气勘探开
发项目以及跨境油气通道、贸易与
产能合作项目依旧是重中之重。

本报电（宋磊、唐红军、李正
法） 今年以来，南京海关重点围绕优
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时效、降低成
本等 6 个方面，推出 22 条具体措施，
不断加大改革力度，持续释放政策红
利，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到今年 3 月底，南京关区进出
口整体通关时间已经分别压缩到
46.64小时和3.74小时，较2017年分

别压缩 53.89%、69.49%。进出口环
节监管证件从86种精简至46种。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应用，
在2018年实现货物、运输工具和舱
单申报全覆盖，货物申报、水空运
运输工具申报等主要业务应用率均
达 100%的基础上，一季度，货物、
水空运运输工具、水运舱单申报等
业务应用率已达100%。

“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共识增强

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论坛举行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论坛举行

南京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日前，浙江省德清县新
安镇卫健办在镇阳光政务广
场、行政村、卫生院设立13台
智慧医疗多功能自助机，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家庭
医生、住院转诊等17项“最多
跑一次”医疗服务项目，让村
民就医少跑腿。图为在新安
镇卫生院智慧医疗多功能自
助机旁，护士在指导村民进
行幼儿预防接种预约手续。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智慧就医
村民省心

中建八局“走进·与祖
国同行”大型主题传播活动
日前在雄安新区雄县第三高
级中学项目现场启动。该活
动为期8个月，将在28个承
载特殊意义的日子里，邀请
上万名参观者，走进近 30
个超级工程，领略中国建筑
的高端品质。图为中建八局

“走进·与祖国同行”大型主
题传播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闫振博摄

中国建筑
高端品质

5 月 1 日，五一
假期第一天，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休闲放
松。图为游客和黎族
姑娘在海南省三亚市
南山景区跳竹竿舞。

陈文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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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有关负责人就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取向、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等问题进行介绍并答记者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会上表示，现阶
段的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操作目标是松紧适
度。央行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意图，也没有放
松货币政策的意图。

日前，央行开展二季度2674亿元定向中期
借贷便利操作。此前，央行还以利率招标方式
开展了1600亿元逆回购操作，同时开展中期借
贷便利操作2000亿元。对于央行在公开市场的
操作，市场有诸多猜测。

刘国强在会上表示，央行开展逆回购或者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大
的方向转向宽松，而仅仅是对短期流动性进行
调节，反之亦然。

对于如何判断“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刘国强建议可以直接去看流动性。最简单的指

标就是看银行间的回购利率等。利率是资金价
格，资金价格能够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介
绍，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依然错综复杂，
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
预调微调，满足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孙国峰说，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
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前瞻性、针对性
和有效性，把握好调控的度，注意保持货币信
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和防范金融风险之
间的平衡，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刘国强介绍，今年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
同时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实体经济面临
成本上升等困难。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小微企业等微
观经济主体的信心，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
长，稳固当前经济平稳发展的势头，也有利于

促进银行业充分竞争，拓展和丰富银行客户资
源，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

他说，下一阶段，各部门将发挥政策合
力，从四个方面推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一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营造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推动银行健全

“敢贷、愿贷、能贷”的考核激励机制，支持
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督促大
型银行在 2018 年工作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下降成果。三是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并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费
用。四是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低对
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

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介绍，监管要求大
型银行将享受政策优惠产生的红利，充分反映
到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定价和内部绩效考核中；
主动减费让利，降低小微企业中间费用；加大
续贷支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资金周转成本等。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现阶段无意放松或收紧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徐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