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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毛
盛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
至2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疫情冲击，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趋势没有改变，有信心完成全年目标。

国民经济有序运行

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生产生活
秩序逐步恢复，国民经济实现有序运行，基本民生得
到有效保障。

农业生产基本平稳，春耕备耕全面展开。全国冬
小麦播种面积 3.31 亿亩，目前苗情基本稳定，长势总
体较好。春耕备耕工作已在全国部署，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供应得到保障。

工业生产下滑，但重要物资生产保持增长。1至 2
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高技术产品增
势良好，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
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 119.7%、45.1%、31.4%和 8.5%。
基本原材料生产平稳，生铁、粗钢、平板玻璃、十种
有色金属产量分别增长3.1%、3.1%、2.3%和2.2%。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1至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 5.3%。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0.6%，鲜菜上
涨13.8%，猪肉上涨125.6%，鲜果下降5.3%。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上涨1.3%。

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然而贸易结构继续优化。1
至 2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41238 亿元，同比下降
9.6%，贸易逆差426亿元。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般贸
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0.6%，比上年同期提
高 0.3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为 41.9%，比上
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额占比首次超过30%。

“稳就业”打出组合拳

统计局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调查失业率有所
上升，但主要群体就业总体稳定。

1至 2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8万人。2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2%。其中，全国主要就业人
员群体25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0.6个百分点；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
调查失业率比1月份降低0.4个百分点。

“要承认我们的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毛盛勇

指出，疫情的冲击对企业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小企业
受到的影响更大。再加上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总量将达
874万人，为历史新高，给就业市场带来一定压力。当
前外部防疫的任务艰巨，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
化，未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减速，这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强大的韧性。毛盛
勇分析，一方面，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较好，企业复工
复产势头良好。另一方面，更大力度的宏观对冲政策
将陆续出台，就业优先的政策也将加大力度并逐步落
地。因此，下半年就业情况有望好转，调查失业率也
会有所下降。

“企业生产秩序在不断恢复，企业用工开工情况在
不断好转，用工需求会不断增加。随着经济逐渐转
好，特别是下半年，如果走得更稳，就业压力整体来
讲是有所减轻的。”毛盛勇说。

完成全年目标信心没有变

毛盛勇指出，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
的，也是外在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内在向上的发展势头。

生产需求体量可观，超大规模经济的优势没有改
变。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
GDP 超 1 万美元，主要工业品的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保
持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
物质保障。今年 1 至 2 月份，尽管疫情冲击比较严重，
主要生产指标规模和体量依旧非常可观。

基础工业和防疫物资保障有力，强大的经济发展
韧性没有改变。疫情防控期间，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行业生产没有中断，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数据
显示，今年 1—2月份规上工业企业新增加口罩产量同
比增长了2.9倍，目前口罩日均产量已达1.16亿只。

生活必需品和公用事业品供应充足，供求关系总
体平衡没有改变。疫情防控期间，14亿人的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消费品各方面总体保持较好增长。其
中，肉禽蛋类零售额增长了37.8%，蔬菜类零售额增长
了27.1%，冻肉、方便面产量增长达到两位数；通信领
域以及水电气等公用事业运转正常，较好地满足了居
民的生活需求。

“随着复工复产进度的加快推进，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在不断恢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二季度会逐
渐减弱，特别是前期压抑的一些经济活动会逐步释放出
来。所以，二季度应该会比一季度有明显的回升。特别是
在一系列更大力度的对冲政策出台后，政策效果会不断
显现，下半年经济会走得更加稳健。”毛盛勇分析。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
本报记者 徐佩玉

3 月 16 日 ， 国 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 ， 今 年 1-2 月 份 ，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 值 同 比 实 际 下 降
13.5% 。 图 为 3 月 16
日，在江苏连云港海
州经济开发区一家规
模以上企业，工人正
在加工一批矿用运输
机械设备零部件。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6 日电
（记者郑明达）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国派往意大利的抗疫医疗专家组
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此后专家组将前往意北部受疫情
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有记者问：据报道，13 日，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主席罗卡在罗
马红十字会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欢迎中国援意专家团队。你能否
介绍中国援意专家团队在意开展
工作情况？

耿爽说，为帮助意大利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
定向意大利派遣抗疫医疗专家
组。专家组一行 9 人携带医疗

防疫物资和设备于 3 月 12 日从
上 海 出 发 抵 达 罗 马 。 据 了 解 ，
专家组抵意后即马不停蹄开展
工作，根据意大利疫情形势同
意大利卫生部、红十字会、高
等卫生研究院及罗马国家传染
病医院等就病患救治、药物使
用、院感控制分享经验，同意
方工作人员就提高公众、医护
人员防护意识，明确医疗机构
防护层级交换意见。

“专家组刚开展工作短短几
天，已经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
度肯定。”耿爽说。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6 日电
（记者郑明达） 就伊朗总统日前
谴责美国持续制裁妨碍伊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
问时说，当前是伊朗政府和人民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
如此时持续对伊朗施加单边制
裁，无异于雪上加霜、落井下
石，明显有违人道主义精神。

据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日
前致信多国领导人，谴责美国持
续制裁严重妨碍伊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努力。他在信中说，在与
新冠病毒搏斗的同时，伊朗还要
面对“源于美国政府的大范围非
法制裁、极限施压政策及系统性
政府阻挠行为的严重妨碍”，不
到两年内，美国制裁已经给伊朗
经济造成约 2000 亿美元直接损

失。鲁哈尼呼吁国际社会抵制美
国对伊朗采取的非法制裁，支持
伊朗抗击疫情。

“当前是伊朗政府和人民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如
此时持续对伊朗施加单边制裁，
无异于雪上加霜、落井下石，明
显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严重影响
伊方抗击疫情，也严重影响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对伊朗开展人
道主义援助。”耿爽说，中方敦
促有关国家立即解除对伊朗的相
关制裁，避免进一步干扰伊朗防
控疫情努力，防止对伊朗经济和
基本民生造成进一步伤害。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受到
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受到
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此时持续对伊朗施加单边
制 裁 无 异 于 落 井 下 石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国资委获
悉，目前中央企业 2020 年定点扶
贫各项指标任务已经明确，中央
企业将努力克服疫情对生产经营
的不利影响，承诺对 246 个定点
扶贫县投入无偿帮扶资金32.01亿
元，比上年计划数增加6.92亿元。

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场上，国
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扶贫领域
点多面广，在承担定点扶贫任务
的中央单位中是任务最重的“集
团军”——承担着 246 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定点帮扶任务，
加上国资委机关对口扶贫的河北
平乡县、魏县，约占 592 个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的42%。

据了解，在自身改革发展任
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中央企业
2015 年以来共投入和引进各类帮
扶资金 206 亿元，有力促进了贫
困地区加快发展、贫困群众增收
致富。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定点
扶贫的246个贫困县中，有219个

已宣布脱贫摘帽或正在检查验
收，约占中央企业定点扶贫县数
量的90%；在2019年中央单位定点
扶贫考核工作中，评价为“好”和

“较好”的中央企业超过90%。
在扶贫实践中，也形成了一

批富有央企特色、行之有效的经
验做法。

从发力重点上看，强化基础、
优化设施的夯基力度不断加大。中
国移动不断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和
宽带接入建设，定点帮扶以来，网
络建设投资累计超过 1.2 亿元。截
至 2019 年底，海南省白沙县行政
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4G覆盖率均
达到 100%，扶贫优惠资费套餐惠
及6402名建档立卡贫困客户。

从难点突破上看，中央企业
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促长远发展的有效举措不断
丰富。为解决怒江人僻处高山、
与世隔绝的问题，中交集团投入
1400 万元援助云南怒江安置点建

设，解决了 741 户 3000 多名易地
搬迁安置人员住房问题。集团还
分别出资 1.05 亿元、1.45 亿元援
建中交怒江州连心桥、中交福贡
木尼玛大桥，两座大桥建成后，
将切实解决 3 万多易地搬迁安置
人员的出行问题。

从扶贫模式上看，不断拓展
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的途径方
式。中国旅游集团在贫困县打造

“美丽乡村”精品旅游项目，把定
点帮扶的香格里拉尼西黑陶制作
发展为特色体验项目，带动当地
村民增收。目前，尼西乡每户做
黑陶年平均收入达八九万元。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均
处于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国资委
和中央企业将继续绷紧弦、不松
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毫不懈怠地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工作，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精准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央企投入32亿定点扶贫
本报记者 李 婕

福建三明市一家机械公司主营国内外大型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加工，去年底承接了一批出口
铸件订单，订单额超2000万元。近来，该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复工，目前基本恢复正常生产，
力争如期完成任务。图为公司工人在厂房内作业。 曹建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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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曲水县才纳乡协荣村举行
隆重的春耕春播仪式。身穿盛
装的姑娘播撒种子，村民们身
穿盛装，端着自家的“切玛”聚
集在田头，互敬青稞酒，男女
老少在田间跳起藏族传统的锅
庄，诉说着脱贫增收的喜悦。
袁 泉 平措旺堆摄影报道

高原春耕
第一犁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记者陆
娅楠）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近日对《中央定价目录》（2015
年版）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定价
项目缩减近30%，并自2020年5月1
日起施行。

《中央定价目录》是规范国务院
有关部门定价权限和范围的清单。
现行 《中央定价目录》 是 2015年颁
布的，明确对天然气、水利工程供
水、电力、特殊药品及血液、重要
交通运输服务、重要邮政业务、重

要专业服务等 7 种 （类） 20 项商品
和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管理，还明确了暂按现行办法管理
并将视相关改革进程及市场竞争程
度适时放开的10项商品和服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修订内容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删除近年来已
经明确放开价格或取消收费的定价
项目。二是突出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和
竞争性环节价格市场化改革方向。
三是根据机构改革调整定价部门。

《中央定价目录》项目缩减近30%
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