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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每年仍

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离不开持续迸发的

市场活力。

新旧动能转换、新业态加速布局、新兴产

业集群不断涌现，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内生动力；提高个税起征点、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下调增值税税率，减税降费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市场主体活力迸发——2019中国经

济半年报充分证明，中国经济新意浓、活力

足，“下半场”值得期待！

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增长7.7%：新兴产业成长快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新”意十足。
新业态迅速成长。随着5G网络布局加快，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业

态不断涌现。1-6 月，全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 554 亿 GB，同比增长
107.3%。随着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网络消费水涨船高。上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1.6%，高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3.2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9.6%，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新兴产业集群遍地开花。武汉光谷，成众多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重庆
两江新区成立了汽车产业联盟、智能产业联盟；广东形成电子信息和绿色石化2
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集群……新兴产业茁壮成长，发挥“顶梁柱”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6月，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7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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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有发展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组
成部分，今年以来持续发力，推动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司长赵同录表示。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创新的引领作用。
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23.8万件，同比增长9.9%。截至6月底，中国国内 （不含港澳台） 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174.0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5件。

创新热情走高，高端制造业投资势头强劲。科技感十足的无人驾驶汽
车、智慧灵动的工业机器人，还有对标国际领军企业的各种高科技零配件
……上半年，众多创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以及技术
改造投资正在成为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 1-5月，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2％，增速快于全部制造业投资7.5个百分点；制造业技
改投资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2.3％。

日均1.94万：市场主体热情高

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企业发展如何、信心足不足，是经济活力最直
接的体现。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日均新设
企业 1.94 万户，同比增长 7.1%。截至 6 月底，中国有各类市场主体 1.16
亿户。

“各类市场主体是全社会财富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磅
礴力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中国市场主体的数量过亿，意味着每 10 个人就有 1 个市场主体，这恰恰是
社会创业创新有活力、市场主体有信心的体现，也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
关键所在。

2018年7月成立的医药新零售公司药便利CEO余俊对本报记者说：“中国
目前总体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无论是从技术、资本，还是移动互联网人群的
消费习惯以及跟业务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我们决定去年创业，
也是看准了当下互联网医药流通的政策更开明，看中了互联网改造传统医药
流通行业的机遇。”

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半
年，中小企业积极性稳步增强。看增加值——今年上半年，中小工业企业增
加值增长8.1%，同比加快1个百分点；看PMI——2019年6月，中、小型企业
PMI为49.1%和48.3%，分别比上月回升0.3和0.5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开始明
显活跃，中小企业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进一步显现。

今年上半年，多地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相关意见。例如，北京针对中
关村地区聚集的科创型小企业、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专项再贴现“京创通”
等。“本来都做好创业头3年吃苦的准备了，后来得到了兴业银行给予的4000
万元项目贷款，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拥有自己的厂房。”宁德时代电机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友文说。

11709亿元：减税降费助力大

市场主体积极性增强，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改善。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全球第46位，较上年大幅提升32位。

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免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增值税改革……今年以
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陆续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累
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2万亿元减税降费进度已完成过半。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日前向3000多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73.55%的企业反
映税收负担有所减轻，63.85%的企业反映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所减少。减税降
费，令各市场主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对本报记者表示，上半年大规模的减税
降费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尤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明显促进作
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反过来推
动了经济增长，“产品卖得出去，市场迸发的活力才是真正得到了对接。”此外，
中小企业是创新主体，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探索者，减税降费为其创造了更
好的营商环境，增强了中小企业竞争力，有助于释放市场活力。

持续推进的放管服改革，让企业脚步越来越轻盈。
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全国推广“证照分离”改革，企业开办时间大

幅压缩，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1/3以上；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推动降
低用能、用网和物流等成本；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便
利度不断提高。这些举措，都在助力实体经济活力的释放。

随着政策效应的不断显现，2019年下半年中国营商环境将持续改善，市
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
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
动摇，着力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
过大力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释放市场潜力；通过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和产
业升级，壮大发展新动力。

中国经济新意浓活力足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本报青岛8月10日电 （记者
王沛） 8月 10日，“向阳红 01”科
考船从青岛起航，执行中国第十
次北极考察任务，共有 13 家单位
的 78 名船队员参加航次，考察为
期 50天，预计 2019年 9月 30日返
回青岛。

“向阳红01”是我国目前最先
进的新一代现代化海洋综合科考
船。船舶为无限航区，电力推
进，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
手段为一体，能够满足深海大洋
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是海洋科
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
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据悉，本次考察紧密围绕北
极海域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和地位等科学前沿问题，实施长
期原位观测与科研项目考察相结
合的海洋综合调查，将为9项常规
海洋环境观测和 22 项科技计划提
供保障支撑。计划在白令海、白
令海峡、楚科奇海、巴罗海及其
他北冰洋夏季开阔海域等区域进
行物理海洋、海洋气象、海洋化
学、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地质
和地球物理等多学科综合考察。
本次北极考察将为科学家提供多
圈层、多学科、多参数综合海洋
考察平台，并将多金属结核成因
机理调查纳入考察计划。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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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美国纽约当
地广西社团组织“乡音播全
球 山歌颂中华”活动，100
多名华侨华人和外国友人欢
聚一堂，将 《山歌好比春江
水》 等中国民歌唱响纽约时
报广场。

图为人们穿着中国少数
民族服装演唱山歌。

谷新楠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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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晚间，非法集结的极端激进分子
在香港多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致一名警
察严重烧伤。暴力一再升级，恶行突破底
线，席卷香港的“黑色恐怖”，正呈愈演愈
烈之势。此刻，我们必须力挺苦战在一线
的香港警队，因为挺警队就是挺法治，就
是挺香港安宁，挺市民利益。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香港民间团体举办
“全民撑警日”活动，数十万市民到各个警署给
警察送上心意卡和物资，一声声“警察你们辛
苦了”“我支持你”“阿Sir加油”，表达香港绝大
多数市民对警队的支持。这是香港社会“沉默
的大多数”传递的正能量。身心承受巨大压力
的香港警队需要这样的正能量，被骚乱困扰两
个月之久的香港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背着 30多磅重的装备，穿着厚重的防
暴服，在香港闷热的街头连续跟暴徒对峙
二三十小时；时刻遭遇砖头碎石、不明液
体、木棍铁枝、激光笔和汽油弹攻击；没
有周末，没有休息时间，吃饭没准点，只

能在街头匆匆扒两口快餐，累了就睡马路、
坑渠边，拿塑料路障、纸皮箱当枕头……这
就是香港警队两个月来的“日常”。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香港警方在承受巨
大压力的情况下，坚守岗位，无惧无畏，执法
非常专业、克制，无愧于世界上最优秀警队
的赞誉。但是，他们却正遭遇舆论的不公对
待。内外反华势力对他们口诛笔伐，污蔑他
们“暴力执法”；反对派媒体和外国记者的摄
像机镜头只拍警察与示威者对峙，却不拍暴
徒袭警；很多警察收到威胁电话，2000 余名
警察的联络电话、家庭住址被公开，连家人
都遭到诅咒辱骂……

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也
是守住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阴谋乱
港者深知，要想搞乱香港，必先搞垮警
队，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伤害警察肢
体，消耗警察体力，打击警队士气，破坏
警队声誉，目标就是要摧毁警队，令香港
陷入无政府状态。

最近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激进示威者误
将不明液体倒在自己身上，霎时倒地痛呼，旁
边的警察第一时间上前救助。这段时间，暴徒

“没事袭警，遇事报警”的新闻并不少见，可见
连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蒙面暴徒，也懂得警
队才是安全保障。香港警察刘Sir近日在一条

手机短信中说：“香港警察有能力处理这些暴
徒，只恨他们也是中国人，打不是，不打也不
是！真的很心痛！”不知道极端激进示威者看
到这句话，会不会良心刺痛？

发生在香港的骚乱，伤害的远不止是
警察。地铁被堵门，公交不能行，上班族
有工难上，商户被迫关店，游客望而却
步，香港的声誉和形象已严重受损。香港
不能再乱下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
务之急。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保证警
队可以严正执法，果断执法，依法行事。

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警队严正执法。香
港社会各界包括“沉默的大多数”，也正越来

越多地发出撑警挺警之声。近日，一封香港
市民给警察的“感谢信”以整版广告的方式
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头版，信中说，“希望
香港市民同心协力，坚决反对任何违法行
为。坚决支持香港警队执法，维护香港法治
的核心价值，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邪不压正，只要正义拧成一股绳，扭曲
舆论就会得到纠偏，歪理邪说就会无所遁
形，社会才能重归风清气正。包括香港每一
位普通市民在内的各方要齐心协力，对暴力
说不，对践踏法治的行为说不，对反华乱港
的阴谋说不，旗帜鲜明地支持香港警队严正
执法，让香港社会尽快恢复秩序，恢复安宁。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香 港 阿 Sir， 撑 你 到 底
■ 王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