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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經濟7月加速復甦，先行

指標——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51.1%，年內次高，連續5個月

位於50%榮枯線上，供需持續回暖，新出口訂單增速升至疫情以來最高，

但小企業PMI連續兩個月處於收縮區間，受疫情衝擊大的線下服務業亦明顯

回暖。專家表示，中國經濟呈現內需企穩、經濟復甦態勢，但仍然面臨市場

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景氣度低等困難。

7月內地經濟復甦加速
PMI達51.1%連續5月站上榮枯線 新出口訂單指數升至疫情以來最高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7月生產指數錄
得54%，略高於上月0.1個百分點；新

訂單指數連續三個月回升至51.7%，顯示供
需雙雙回暖。21個製造業行業中，除化學
纖維及橡膠塑料製品外，其他20個行業的
生產指數均高於臨界點，紡織服裝服飾、木
材加工等製造業疫情以來首次升至臨界點以
上。

穩外貿政策初見成效
隨着歐美國家重啟經濟，尤其是歐元區
需求有明顯復甦跡象，穩外貿政策初見成
效。7月，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8.4%，較上
月上升5.8個百分點，為疫情以來的最高水
平，且連續3個月上升，進口指數亦升至年
內新高的49.1%，不過兩個指數仍低於50%
的榮枯線。
在非製造業方面，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月
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結束連續四個月上升態
勢，回落0.3個百分點至53.1%。
國家統計局高級分析師趙慶河表示，居民服

務業和文化體育娛樂業商務活動指數結束連續
五個月收縮走勢，升至擴張區間，表明在近期
各地一系列促消費政策作用下，前期受疫情影
響較為嚴重的聚集性、接觸性服務行業加快復
甦，7月住宿業和餐飲業的商務
活動指數大幅升至57%以上，並
高於去年同期。
另外，在基建投資、線上服
務快速增長的拉動下，建築業
商務活動指數升至60.5%，連
續4個月穩定在59%以上；郵
政、電信商務活動指數均在
60%以上；出口服務活動也加
快恢復，水上運輸業商務活動
指數升至55%以上。
在就業方面，7月製造業從
業人員指數回升0.2個百分點
至49.3%，結束此前連續三個

月回落態勢，非製造業從業人員指數則下行
0.6個百分點至48.1%，均持續處於收縮區
間，顯示就業壓力不容樂觀。

經濟復甦存在不均衡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製

造業PMI連續五個月位於榮枯線上，反映
經濟持續復甦；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小幅
回落，但明顯高於去年同期，亦不改復甦態
勢。但當前經濟復甦存在一定不均衡，小型
製造業PMI連續兩月處於收縮區間，較6月
再度回落0.3個百分點至46.8%，與整體經
濟復甦態勢略有背離。預計後續政策重點將
關注中小企業，繼續發力保就業保民生。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強調，當前企

業面臨首要問題是市場需求不足。新訂單指數
低於生產指數，需求恢復情況弱於供給，反映
市場需求不足的企業比重仍高於53%。
專家認為，目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正快速恢復，但中小微企業、線下消費類服
務業恢復到疫前水平仍有待時日。另外，下
半年中國經濟也面臨國外疫情持續、中美關
係不確定性加重等不利條件，中央政治局會
議提出從持久戰的角度看待中長期問題，並
給予「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藥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7月30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
議 定 調 下 半 年 經 濟 工
作，並強調從持久戰的

角度認識當前面臨問題，加快形成雙循環
格局。專家對此表示，隨着經濟超預期復
甦，宏觀政策重心從短期「保增長」轉到
長期「持久戰」，政策兼顧穩增長與防風
險，下半年政策仍將推動經濟乘勢而上，
同時防範資產泡沫、槓桿率升高、資金空
轉等風險。

重申「房住不炒」強調投資質量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此

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僅為下半年經濟政策
定調，更着眼「十四五」經濟長遠布局。
第二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好於預期，但當前
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必須從持久戰的
角度加以認識。

魯政委認為，為應對這場持久戰，中央
作出三大部署。首先是以擴大內需為戰略
基點，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
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設）將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 第二，
以結構調整為戰略方向，通過「補短板和
鍛長板」，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
爭力。第三，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
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魯政委指出，隨着經濟的逐漸恢復，近
期「防風險」的力度已經出現上升。為防
範風險，會議重申「房住不炒」，強調投
資項目的質量。

外部形勢嚴峻 內需重要性上升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表示，此

次會議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
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意味着當前外部形勢嚴峻，內
需重要性上升。

郭磊分析，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核
心思路之一應是利用中國廣闊的內需，把
國內市場當作大後方；思路之二應是在內
需作為後援的前提下，推動產業鏈高級化
和產業基礎現代化，以更高的產業附加值
和產品附加值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供應。

在宏觀政策上，如是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朱振鑫表示，此次會議首次提到宏觀調控的
「跨周期」設計和調節，過去則強調逆周期
調節，顯示宏觀政策轉向實現穩增長和防風
險的均衡。

相對於過去「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
沖」的表示，此次會議要求「確保宏觀政
策落地見效」，朱振鑫認為，貨幣政策從
過去要求「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
速明顯高於去年」，轉為保持「合理增
長」，貨幣寬鬆繼續收兵，近期降準降息
暫緩，先讓放出來的資金流到實體經濟。

從「保增長」轉到「持久戰」加快形成雙循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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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經濟7月加速復甦，先行指標——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51.1%，年內次高，連續5個月位於50%榮枯線
上。圖為 7月29日，工人在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吳興高新區的浙江鴻昌鋁業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作業。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昨
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第十二
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中
共陝西省委原書記趙正永受賄案，對被告人趙
正永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
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
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趙正永當庭表示
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經審理查明：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趙

正永利用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
記、陝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陝西省委副
書記、陝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長、省長、中共陝
西省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
人在工程承攬、企業經營、職務晉升、工作調
動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單獨或夥同其妻等人非
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17
億餘元（人民幣，下同）。其中2.9億餘元尚
未實際取得，屬於犯罪未遂。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趙正

永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受賄數額特別巨大，
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論罪應當判
處死刑。鑒於其收受部分財物係犯罪未遂，如
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認罪悔罪，贓款贓物均
已查封、扣押、凍結在案，具有法定、酌定從
輕處罰情節，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同時，根據趙正永的犯罪事實和情節，決定
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
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法庭遂作出
上述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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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對於李登輝病亡，國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昨日應詢表示，我看到了這條消息。我要
強調的是，「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國家統一、民
族復興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國台辦評李登輝病亡：
「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
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強調，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
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
是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途徑，對拓寬
就業新渠道、培育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
作用，要求清理取消對靈活就業的不合
理限制，鼓勵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全
力以赴穩定就業大局。《意見》提出三
個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拓寬靈活就業發展渠道。持續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提供便捷高效的
諮詢、註冊服務。鼓勵勞動者創辦小
規模經濟實體，支持發展各類特色小
店，對下崗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

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從
事個體經營的，按規定給予創業擔保
貸款、稅收優惠、創業補貼等政策支
持。增加非全日制就業機會，推動非
全日制勞動者較為集中的行業提質擴
容，增強社區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
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實施包容審慎
監管，加快推動網絡零售、移動出
行、線上教育培訓、互聯網醫療、在
線娛樂等行業發展，創造更多靈活就
業崗位。
二是優化自主創業環境。加強審批

管理服務，開通行業准入辦理綠色通
道，對需要辦理相關行業准入許可
的，實行多部門聯合辦公、一站式審
批。在政府指定的場所和時間內銷售

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個人
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
可的便民勞務活動，無須辦理營業執
照。取消涉及靈活就業的行政事業性
收費，對經批准佔道經營的免徵城
市道路佔用費。提供低成本場地支
持，落實階段性減免國有房產租金
政策，有條件的地方可將社區綜合
服務設施閒置空間、非必要辦公空
間改造為免費經營場地，優先向重
點群體提供。
三是加大對靈活就業保障支持。推

動新職業發布和應用，更新職業分
類，及時制定新職業標準。將靈活就
業人員納入創業培訓範圍，按規定落
實職業培訓補貼和培訓期間生活費補

貼。把靈活就業崗位供求信息納入公
共就業服務範圍，免費發布供求信
息，鼓勵各類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為靈
活就業人員提供專業化服務。研究制
定平台就業勞動保障政策，依法糾正
拖欠勞動報酬等違法違規行為。加大
對困難靈活就業人員幫扶力度，對符
合條件的按規定納入最低生活保障、
臨時救助範圍。
《意見》要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特別是市、縣級人民政府要切實履行
穩就業主體責任，促進靈活就業健康
發展。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加強督促
檢查和政策實施情況評估，確保靈活
就業人員便捷享受各項支持政策和就
業創業服務。

國辦要求清理取消對靈活就業的不合理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隨着粵澳疫情穩定好轉，通關
逐步有序放開政策持續推進。在粵澳
口岸「免隔離」人員活動範圍擴至廣
東全省的同時，目前廣東省居民已恢
復辦理除旅遊簽註以外的其它各類赴
澳門簽註。據廣東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揮辦疫情防控組日前答覆廣東省
政協澳區委員關於逐漸加快放寬粵澳
通關等提案時表示，8月12日起，內
地將恢復辦理其它省份居民除旅遊簽
註以外的其它種類赴澳門簽註。
廣東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辦疫
情防控組在答覆時表示，根據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通知，繼廣東省居民
後，8月12日起恢復辦理內地其它省
份居民除旅遊簽註以外的其它種類赴
澳門簽註。而根據文化和旅遊部通

知，自7月15日起，全國各省可恢復
跨省團隊旅遊，出入境旅遊業務暫不
恢復。
據介紹，下一步廣東將繼續促進粵

澳兩地互聯互通，進一步深化粵港澳
三地傳染病聯席會議機制，重點整合
粵港澳大灣區的監測信息和強化結果
利用，加強重點傳染病的縱深交流合
作，總結相關肺炎防控經驗，加強粵
澳衞生聯防聯控，加大合作力度，在
兩地疫情可防可控的情況下，積極支
持澳門逐步恢復與廣東及內地其它省
份人員的正常往來。
廣東出入境有關部門負責人昨日受

訪時表示，粵澳兩地在加強做好疫情
聯防工作的同時，正逐步恢復兩地正
常交往，赴澳門個人旅遊簽註等開放
也在計劃中。據悉，因出入境政策屬

中央事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相關
事宜，尚待國家有關部門進一步明

確，廣東方面正密切關注國家有關政
策，調整動態嚴格落實執行。

內地擬逐步恢復赴澳門非旅遊簽辦理

■粵澳口岸通關政策逐步放寬，出入境客流增多。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