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
習近平：望大家凝聚共識

政治局：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
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提出穩中求進六大要求

7月製造業PMI略有回落 擴張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

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要求，要保持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

用。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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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表示，受
高溫暴雨颱風等不利天氣頻發及國際貿
易摩擦升溫的影響，7月中國宏觀經濟
先行指標——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連續兩個月回落至51.2%，為
近5個月低點，但仍連續24個月處於擴

張區間；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降至11
個月低位，錄得54%；拖累7月綜合
PMI 產出指數下降 0.8 個百分點至
53.6%，亦為5個月低點，顯示中國企業
生產經營活動總體繼續保持擴張，但步
伐放緩。
「7月採購經理指數繼續位於景氣區

間。」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
統計師趙慶河解讀說：「受近期暴雨
颱風高溫頻發的影響，加之國際貿易
摩擦升溫和部分行業進入傳統生產淡
季等，採購經理指數出現一些波動，
但運行基本穩定，經濟總體繼續保持
擴張勢頭。」

生產和新訂單指數均放緩
在製造業PMI分項指數中，生產指數

和新訂單指數連續兩個月放緩，且降幅
擴大，分別低於6月0.6個和0.9個百分
點，均為3月以來最低；新出口訂單指
數與6月持平，連續兩月位於榮枯分界
線以下。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明顯下降，分別低於6月
3.4個和2.8個百分點。從業人員指數、
產成品庫存指數、原材料庫存指數雖有
微升，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從企業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PMI

均處於低迷狀態。大型企業PMI雖處
於擴張區間，但比6月回落0.5個百分

點；中型和小型企業PMI繼續處於收
縮空間，分別與6月持平和下降0.5個
百分點。
趙慶河表示，製造業PMI下降，主要

受不利天氣影響，局部地區工礦企業停
產，同時部分企業集中進入設備檢修和
技術改造期，生產活動和市場需求總體
有所放緩。
趙慶河指出，受近期國際貿易摩擦升

溫等影響，部分企業出口訂單和原材料
進口有所回落，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9.8和49.6，均位於臨界點
以下。
同時匯率波動加大，進出口指數回

落。調查結果顯示，7月反映人民幣匯
率波動對生產經營造成一定影響的企業
比重環比上升3.1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

張立群表示，7月PMI指數小幅下降，
繼續保持在榮枯線以上，顯示經濟平
穩增長態勢不變，但短期下行壓力有
所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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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認為，今年以來，各地區
各部門按照黨中央部署，堅

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
發展理念，落實高質量發展要
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
線，着力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
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
堅戰，加快改革開放步伐，上半
年經濟保持了總體平穩、穩中
向好態勢。主要宏觀調控指標
處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持續
優化，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取得
初步成效，生態環境改善，人
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增強。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
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
環境發生明顯變化。要抓住主要矛
盾，採取針對性強的措施加以解
決。下半年，要保持經濟社會大
局穩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打好「三大攻堅戰」，加
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
質量發展，任務艱巨繁重。要堅
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持經
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加強統籌協
調，形成政策合力，精準施策，
扎實細緻工作。

財政政策力助擴內需調結構
會議要求，第一，保持經濟平穩
健康發展，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
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提高政策的
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財政政
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
更大作用。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
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要做好
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
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保護在
華外資企業合法權益。
第二，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
度，增強創新力、發展新動能，
打通「去產能」的制度梗阻，降
低企業成本。要實施好鄉村振興
戰略。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第三，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

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
好「去槓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
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台時機。
要通過機制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
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
第四，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研

究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
舉措。要落實擴大開放、大幅放
寬市場准入的重大舉措，推動共
建「一帶一路」向縱深發展，精
心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

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問題
第五，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

問題，堅持因城施策，促進供求平
衡，合理引導預期，整治市場秩
序，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加快建立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
機制。
第六，做好民生保障和社會穩定

工作，把穩定就業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確保工資、教育、社保等基本
民生支出，強化深度貧困地區脫貧
攻堅工作，做實做細做深社會穩定
工作。
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

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十九大作
出的各項戰略部署，盡心盡責把各
項工作做好，確保實現經濟社會發
展的目標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於7月17日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
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
士代表的意見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
要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
協商制度的優勢，當好中國共產黨的好參
謀、好幫手、好同事，促進科學決策、民
主決策、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同把中國的事情辦
好。習近平提出，希望大家正確認識當前
經濟形勢，保持信心、堅定決心，更廣泛
地凝聚共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

寧、韓正出席座談會。李克強通報了上半年

經濟工作有關情況，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做
好下半年經濟工作的考慮。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總書記

作了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下半年，我
們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保持經
濟社會大局穩定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和
結構調整等方面積極進取，加強統籌協
調，形成政策合力，扎實細緻工作，穩就
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
穩預期，做好民生保障和社會穩定工作，
統籌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保持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

習近平提3點希望
習近平給大家提出3點希望。一是希望大
家正確認識當前經濟形勢，保持信心、堅定

決心，更廣泛地凝聚共識。要把思想和行動
統一到中共中央關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和
判斷上來，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
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中共中央周圍，堅定不移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二是希望大家聚焦中共十九大確定的目標

任務，發揮特點優勢，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獻
計出力。要聚焦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
部署，緊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圍繞實
施重大戰略，圍繞打贏「三大攻堅戰」等經
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全面深化改革難點問
題、推動創新創造關鍵問題、事關人民群眾
切身利益問題。
三是希望大家正確認識當前社會熱點問題，

加強思想引導，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政治局昨日會
議還審議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會議
強調，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在黨的紀律
中，政治紀律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

讓制度「長牙」紀律「帶電」
會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黨要有新氣象新作為，必須靠嚴明的紀律作保
證。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佈
局，在黨章中充實完善了紀律建設相關內容，要
把黨的十八大以來紀律建設理論、實踐、制度創
新成果總結提煉為黨規黨紀。條例全面貫徹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
神，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把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出發
點和落腳點，把黨章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
干準則等黨內法規的要求細化具體化，堅持問題
導向，針對管黨治黨存在的突出問題，紮緊制度
籠子，實現制度與時俱進。

會議強調，要着力提高黨的紀律建設的政治
性、時代性、針對性，堅持使命引領和問題導向
相結合，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在黨的紀
律中，政治紀律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要牢
固樹立「四個意識」，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
統一領導突出出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鞏固黨執政
的政治基礎。要把執紀和執法貫通起來，嚴格依
照紀律和法律的尺度，堅持紀嚴於法、紀法協
同，強化日常管理和監督，抓早抓小、防微杜
漸。要通過抓紀律避免黨員幹部犯更大的錯誤，
這也是對幹部最大的愛護，嚴格執紀考驗着黨
員領導幹部的忠誠和擔當。要鞏固和發展執紀
必嚴、違紀必究常態化成果，下大氣力建制
度、立規矩、抓落實、重執行，讓制度「長
牙」、紀律「帶電」，充分發揮紀律建設標本
兼治的利器作用，使鐵的紀律真正轉化為黨員
幹部的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推動全面從嚴治
黨向縱深發展。

《黨紀處分條例》審議
政治紀律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要點
■ 下半年，要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

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打好「三大攻堅戰」，加快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

量發展。

■ 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 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堅持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

政策。

■ 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 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

經濟更好結合起來。

■ 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研究推出一

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

■ 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

堅持因城施策，促進供求平衡。

■做好民生保障和社會穩定工作。

■ 要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

定「四個自信」，堅定不移貫

徹黨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項戰略

部署。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財政部昨日發
佈消息指，國有企業上半年利潤總額17,176.3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1.1%。其中，鋼鐵、
有色、石油石化等行業利潤大幅增長。
營業總收入方面，國企營業總收入277,588.6億元，同

比增10.2%。其中，中央企業161,307.7億元，同比增長
9.9%；地方國有企業116,280.9億元，同比增10.6%。
營業總成本方面，國企營業總成本266,731.4億

元，同比增長9.5%，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
用同比分別增長6.9%、9.7%和11.1%。其中，中央
企業152,967.7億元，同比增長9.2%，銷售費用、管
理費用和財務費用同比分別增長 5.8%、9.7%和
6.9%；地方國有企業 113,763.7 億元，同比增長
9.9%，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同比分別增
長8.2%、9.6%和14.8%。
實現利潤方面，國企利潤總額17,176.3億元，同比

增長21.1%。其中，中央企業11,134.1億元，同比增
長18.6%；地方國有企業6,042.2億元，同比增長
26.0%。從主要行業盈利情況來看，上半年，鋼
鐵、有色、石油石化等行業利潤同比大幅增長，均
高於收入增幅。數據顯示，國企償債能力和盈利能
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

上半年國企利潤逾1.7萬億
同比增長超兩成

■習近平於7月17日在中南海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 網上圖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部署下
半年經濟工作半年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會議指出，，下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圖為河北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圖為河北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