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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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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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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2——
投资：同比增长5.8%，

结构呈现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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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3——
消费：“买买买”近 20

万亿元，消费升级趋势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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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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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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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6——
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8.8%，城乡收入差距继续
缩小

“钱袋子”是百姓最关心的事。数
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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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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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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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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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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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雨萧 舒 静 陈炜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十大数据透视2019年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图为工人在位于吉林长春的一汽红旗总装车间内进行车辆静检作业（4月9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许 畅 摄

7月15日拍摄的新书首发仪式现场。当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
曲100首》新书首发式暨歌咏会在上海书城举行。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百首优秀歌曲 唱响时代主旋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南昌 7月 15日电
蔡正国，1909 年 10 月出生于江西
省永新县文竹镇车田蔡家村，1929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先后任乡工会主席、少年先锋队队
长等职。1932 年 4 月参加红军。
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 年 12 月，蔡正国进入于
都公略步兵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
后留校工作。1934年8月后，任中
央人民武装总动员部补充第四团
连长，第三军团教导营第一连党支
部书记、第三连排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正国任一
一五师教导大队三队队长。在平
型关战斗中，教导大队担任警戒任
务，蔡正国率三队英勇阻击驰援的
日军，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1937
年 10 月后，任一一五师补充团参
谋长、教导第二师第二团团长、教
导第二旅参谋长、胶东军区教导第
二团团长。

1945年9月后，蔡正国任山东
野战军第六师副师长、东北民主联
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十一师师
长。1947 年 4 月，任第十师师长，
1948 年在塔山阻击战中，第十师
是守卫部队，蔡正国亲临前线指

挥，率全师抗击敌人，5天5夜不下
战场，守住了阵地，拖住了援敌，切
断了东北敌军南逃之路。

1948 年 11 月，辽沈战役结束
后，蔡正国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
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包围北平
（今北京）的作战。北平和平解放
后，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
1949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十军副军长。1950 年 10 月，蔡
正国随第四十军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五十军代军长，主持全军工作。
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取得了全歼
英国皇家坦克营和痛歼英军第二
十七旅的辉煌战绩，为我军以步兵
攻击敌人坦克开创了先例，提供了
经验。1953年4月12日，在龟城郡
青龙里遭敌空袭牺牲，时年44岁。

为表彰蔡正国的国际主义精
神和杰出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政府颁发给他“独立自由二
级勋章”和“国旗二级勋章”各一
枚。蔡正国的遗骸迁葬于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志愿军代司令
员兼代政委邓华将军为蔡正国墓
碑撰写碑名和碑文，称赞他是“光
荣的国际主义战士”。

“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蔡正国：
戎马一生 英勇捐躯

7月14日，在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人们在地震后来到户外避险。
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14日下午发生7.2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报告。 新华社发

（上接第四版）
（一）民主决策时，在多数人同意

的情况下，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
经济事项，由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
误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
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
益损害等后果的；

（二）违反部门、单位内部管理规
定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
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
益损害等后果的；

（三）参与相关决策和工作时，没
有发表明确的反对意见，相关决策和
工作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
政策规定，或者造成公共资金、国有
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
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的；

（四）疏于监管，未及时发现和处
理所管辖范围内本级或者下一级地
区（部门、单位）违反有关党内法规、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问题，造成公
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
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
后果的；

（五）除直接责任外，不履行或者
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后果应当
承担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二条 对被审计领导干
部以外的其他责任人员，审计委员会
办公室、审计机关可以适当方式向有
关部门、单位提供相关情况。

第四十三条 审计评价时，应
当把领导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
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
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
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
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
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
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
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
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对领导干部在
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和错误，正确把
握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
容纠并举等原则，经综合分析研判，
可以免责或者从轻定责，鼓励探索
创新，支持担当作为，保护领导干
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第六章 审计结果运用
第四十四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
报、责任追究、整改落实、结果公告等
结果运用制度，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
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以及审
计整改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
部本人档案。

第四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
室、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以适当方
式通报或者公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联席会议其他成
员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运用
审计结果：

（一）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审计
结果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
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二）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作出进
一步处理；

（三）加强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
性、倾向性问题和提出的审计建议及
时进行研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
施、完善有关制度规定的重要参考。

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应当以
适当方式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
反 馈 审 计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审 计 机
关。党中央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运用审计结果：

（一）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审计
结果以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
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二）对审计移送事项依规依纪
依法作出处理处罚；

（三）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
审计决定和整改要求，在对相关行
业、单位管理和监督中有效运用审
计结果；

（四）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
性、倾向性问题和提出的审计建议及

时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
施、完善有关制度规定的重要参考。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以适当方式
及时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
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

第四十八条 被审计领导干部
及其所在单位根据审计结果，应当采
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在规定
期限内进行整改，将整改结果书面报
告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以
及组织部门或者主管部门；

（二）对审计决定，在规定期限内
执行完毕，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
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

（三）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落实
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

（四）根据审计建议，采取措施，
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五）将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
纳入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内容，作为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以及领导班子成员

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

室、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被审计领
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其他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职
责、权限、法律责任等，本规定未作规
定的，依照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和其他法律法
规执行。

第五十条 有关部门、单位对内
部管理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参照本规定执行，或者根据本规定制
定具体办法。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央审
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7 日起施行。2010 年 10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
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同
时废止。

中办国办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印尼北马鲁古省发生7.2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新华社电 韩国数十名小企业
主15日在首都首尔集会，呼吁抵制日
本商品，以应对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
半导体产业原材料。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本月早些
时候生效，在韩国激起民愤。韩方认
定日方旨在报复韩国法院判处日本企
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
韩国劳工。

韩国企业主集会
呼吁抵制日货

据新华社金边7月15日电（记
者毛鹏飞）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 15 日
发布公告称，柬埔寨已有5 个省份发
现非洲猪瘟疫情，分别是腊塔纳基里
省、德邦克门省、柴桢省、茶胶省和干
丹省。

柬埔寨已有5省份
发现非洲猪瘟疫情

据新华社电 媒体14日报道，
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和
泥石流等灾害导致尼泊尔、印度和
孟加拉国三个相邻南亚国家数十
人死亡。

这一地区正值雨季，尼泊尔
受灾最为严重。美联社报道，据尼
泊尔国家紧急行动中心 14 日消
息，7月12日以来暴雨导致多地河
水泛滥、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
至少50人死亡、30人失踪；30人正

在接受医疗救治；超过 1 万人转
移。尼泊尔 9 条主要高速公路关
闭，部分地区通信塔倒塌、通信中
断，恶劣天气导致救援直升机无
法起飞。

印度上百万人受灾。在东北
部米佐拉姆邦的一个小镇，洪水吞
没400多座房屋。

另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暴雨
导致孟加拉国全国大约 4 万人受
灾，至少12人13日遭雷击死亡。

南亚三国暴雨成灾 数十人死亡

据新华社多哈7月 14日电
卡塔尔内政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
卡塔尔最大海军基地宰阿因海军
基地当天落成并正式启用。

声明说，这个新建海军基地
位于卡塔尔东海岸中部，距首都
多哈约 30 公里。基地占地 63.98
万平方米，包括一个 6 米深的军
港，配备有侦察机、电子识别系

统、快艇以及其他技术保障系
统等。

声明说，该基地将承担维护水
域安全、阻止非法移民、打击走私
和海上犯罪、实施紧急救助以及保
护海上工业设施，尤其是石油和天
然气设施安全等任务。

卡塔尔首相兼内政大臣阿卜
杜拉主持当天的基地启用仪式。

卡塔尔最大海军基地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