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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動能助提中國經濟含金量
結構優化升級加速 上半年增長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6.9%

的增速超出市場預期，完成年度增長目標無憂。官方

以「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更加明顯」來概括上半年經

濟運行，其中一個重大亮點是，結構在改革中優化。

正如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形容，「中國

經濟不僅追求有『塊頭』，還要有『肌肉』」，結構

優化和產業升級的加速推進，體現了新動能對經濟增

長含金量的提升，令中國經濟更強健。

在去年全部新增就業中，新動能的貢獻率達到70%左右；今
年上半年，中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33.4%，增速是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倍，快遞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速；與此同
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8%和
13.1%。這些數據，正是中國經濟以新舊動能轉換帶動結構轉型
升級的鮮明印證。

「增速下降基本觸底」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
秘書長張立群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中國GDP增速已連
續六個季度不低於6.7%，去年第四季度至今還小幅回升，出
口、內需、投資增長等都開始由降轉穩。這一增長軌跡表明，中
國經濟增速在下降過程中基本觸底，通盤走穩的態勢建立起來，
與此同時結構優化取得新進展。
首先，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張立群指出，服務業對經濟增長
的支撐作用越來越明顯，在三大產業當中，服務業佔的比重持續
高於第二產業。服務業發展的持續向好態勢與「互聯網+」相聯
繫的現代態勢越來越鮮明。
第二，在三大需求當中，消費需求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始終保
持在較高水平。張立群認為，過去投資、出口為主的需求格局已經
發生了重大改變，現在增長的穩定性開始主要來自於消費的支持。
第三，從工業結構來看，高技術產業、製造業在整個工業中是增
長較快的產業，張立群認為，這表明工業結構也在創新驅動下不斷
地優化升級。特別是創新活動，研發、創新費用佔GDP的比重持續
提高，現在已高於2%，表明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重要進展。
此外，張立群指出，在經濟整體向好的同時，民生也得到改
善，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情況一直在保持。上半年中國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3%，均好於去
年同期和今年一季度的水平，也高於GDP增速。

服務業成經濟增長主力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今年以來，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
的特徵更加明顯，上半年服務業佔經濟的比重繼續超過「半壁江
山」，達到了54.1%，高於第二產業14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支出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4%，穩居「三駕馬車」之首。
值得關注的是，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看，結構優化仍需繼續發力。
分行業來看，今年上半年6.9%的經濟增長中，第一、二、三產業
分別拉動了0.2%、2.5%和4.2%，與一季度相比，第一產業貢獻率
持平，第二產業微升0.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微降0.1個百分點。從
需求角度看，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從一季度的
77.2%下降至63.4%，低於去年同期10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貢
獻率則從18.6%上升至32.7%，顯示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還需加快。

習近平回信大學生：學習延安精神 堅定理想信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16日給第三屆中國「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青年紅色築夢之
旅」的大學生回信。他在信中表示，得
知全國150萬大學生參加本屆大賽，其
中上百支大學生創新創業團隊參加了走
進延安、服務革命老區的「青年紅色築
夢之旅」活動，幫助老區人民脫貧致富

奔小康，既取得了積極成效，又受到了
思想洗禮，我感到十分高興。
習近平指出，延安是革命聖地，你們
奔赴延安，追尋革命前輩偉大而艱辛的
歷史足跡，學習延安精神，堅定理想信
念，錘煉意志品質，把激昂的青春夢融
入偉大的中國夢，體現了當代中國青年
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
習近平強調，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奮鬥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批又一批德
才兼備的有為人才為之奮鬥。艱難困
苦，玉汝於成。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
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光輝目標。祖國的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追求、有擔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就有源源不斷的青春力量。希望你們
扎根中國大地了解國情民情，在創新創

業中增長智慧才幹，在艱苦奮鬥中錘煉
意志品質，在億萬人民為實現中國夢而
進行的偉大奮鬥中實現人生價值，用青
春書寫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的華彩
篇章。
今年4月和7月，中國教育部依託中

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
平台，組織開展了「青年紅色築夢之
旅」實踐活動，兩批參賽團隊分赴延

安，通過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對接革
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助力精準
扶貧脫貧。實踐活動結束後，全體隊
員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了他們的
收穫和體會，表示要像習近平青年時
代那樣，立下為祖國、為人民奉獻自
己的信念和志向，把自己創新創業夢
融入偉大中國夢，以青春和理想譜寫
信仰和奮鬥之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
誠 廣州報道）海關總署廣東分署16
日發佈廣東省最新貿易統計數據，
今年1月至7月，該省外貿總額達
3.7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
年同期增長13%，貿易順差9,649.8
億元。其中，跨境電商外貿增長迅
猛，同比增長1.3倍，遠高於同期外
貿增速。

跨境電商外貿額增1.3倍
在一般貿易進出口方面，外貿額
1.69萬億元，增長13.6%，拉動廣東
外貿增長6.7個百分點；加工貿易進
出口1.34萬億元，增長7.2%。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跨境電商進出口增
長迅速，前7月外貿額已達154.3億
元，增長1.3倍。其中，以市場採購
方式出口144億元。
據統計，目前，廣東出口仍以機電
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1月至7

月，廣東省出口機電產品1.56萬億
元，增長9.2%，佔廣東外貿出口值的
66.4%。其中，出口電器及電子產品
8,483.5億元，增長4.3%；機械設備
3,508.8億元，增長8%。傳統勞動密
集型產品出口 5,417 億元，增長
19.8%，佔廣東外貿出口值的23.1%。
值得關注的是，在進口方面，飛
機進口表現突出，部分大宗商品進
口量價齊升。據統計，今年廣東已
進口飛機26架，比去年同期增加9
架，價值85.2億元，增長83.5%；進
口渦輪噴氣發動機 53 台，增長
12.8% ， 價 值 26.4 億 元 ， 增 長
12.8%。
此外，東莞16日公佈上半年經濟

運行情況，對外進出口額達5,616.6
億元，同比增長20.9%，其中對香
港、歐美等傳統市場出口額達2,169
億元，一般貿易進出口增幅達
40%，貿易結構加速優化。

粵前七月外貿順差近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超預
期，帶動財政收入增長近一成，為
近年最快增速。實體經濟稅收貢獻
大增，裝備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
新興產業稅收快速增長，而傳統行
業稅收增長較慢，折射出淘汰落後
產能、推進結構優化、加快新舊動
能轉換的成果。
財政部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一
般公共預算收入94,306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9.8%，比去年同期
提高2.7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提
高5.3個百分點。財政部副部長劉
偉表示，上半年中國財政收入較快
增長，是中國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的
綜合反映，經濟結構優化、工業生
產加快、服務業景氣提升、企業盈
利狀況改善、進出口較快增長等為

財政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礎。同時，
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和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等，
也帶動相關稅收增收較多。

減稅降費等舉措顯效
此外，財政增收結構呈現積極

變化，凸顯減稅降費、去產能等
改革舉措成效。從稅收增收佔比
看，上半年稅收增收額佔財政增
收總額的92.9%，比去年全年提高
13.3 個百分點；工業商業增值
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進口環節稅等主體稅種都保持兩
位數增長；第二、第三產業稅收
增收貢獻相當，分別為47.5%和
52.3%，來自實體經濟的稅收增收
貢獻大幅提高。
從具體行業看，上半年，煤炭開

採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
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稅收分
別增長1.7倍、77.8%、49.3%、
62.1%，表明去產能政策效果顯
現，市場供求關係改善，產品價格
上漲，帶動相關行業稅收大幅增
長。
同時，中高端製造業、新興服

務業稅收增長較多，顯示工業結
構持續優化，新舊動能轉換加
快，新興消費需求旺盛。上半
年，通用設備製造業、專用設備
製造業、汽車製造業以及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稅收分別增長 28%、 20.5%、
16.9%、25.7%，互聯網服務業、
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分別增
長58.9%和38.7%。

■海關查驗進口海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實體經濟稅收貢獻大增

經濟前景判斷
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

總體經濟運行穩健，消費增長平穩，
工業產值增速、財政支出增速有所加
快，就業趨勢向好。經濟風險方面，
企業經營改善主要集中在上游領域，
部分短板領域瓶頸尚未打破，總槓桿
水平仍然偏高，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仍
待加強。

國家統計局：

中國經濟一直穩定運行在合理區間，
物價可控制，居民可增收，就業有保
證，生態能改善，在這樣一個區間
裡，經濟工作的着力點和主要的精力
應放在推進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上。

國務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已經觸底並轉入
新的增長平台，脫離長達七年的下行
軌道，逐步穩定並進入L型的底部，
同時經濟波動幅度比以前明顯變窄，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有可能進入一個穩
定增長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今年上半年，實體經濟稅收貢獻大增。圖為福建去年舉行的
「閩貨e天下」電子商務展，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資料圖片

■■從工業結構來看從工業結構來看，，高技術產業高技術產業、、製造業在整個工業中是增長較快的產製造業在整個工業中是增長較快的產
業業。。圖為工人在河北長安汽車有限公司車輛生產車間工作圖為工人在河北長安汽車有限公司車輛生產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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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讚賞日本國
內有識之士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希望日方認真傾聽
國內外的正義呼聲，正確認識和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
義侵略歷史，切實尊重中國等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
情。
有記者問，8月13日，日本NHK電視台在日本侵
華戰爭戰敗 72 年前夕播放了一期特別節目——

《731部隊的真相》，發掘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
超過20個小時的認罪錄音，完整還原了這支部隊在
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對
中國人民發動了令人髮指的細菌戰，進行了慘無人
道的人體活體試驗，犯下了反人類的滔天罪行。有
關史實鐵證如山，不容否認。日本只有正確認識過
去那段歷史，才有可能卸下歷史包袱。

中方促日正視並深刻反省侵略史實

侵華日軍罪證陳列新館 兩周年逾190萬人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兩年前的8月15日，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開放。新館開放
兩周年，累計接待觀眾超190萬人次，年均接待數是建
新館之前年接待量的4倍以上。
作為全國愛國主義示範教育基地，侵華日軍第七三
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在愛國主義教育和對外宣傳和平友
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2015年新館建成，展
館面積擴大，前來參觀的人數迅速增加。
據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介
紹，在接待的觀眾中，國外觀眾約佔10%，數量從大
至小依次為韓國、日本、俄羅斯及歐美國家。接待規

模最大的一個國外團體來自日本，人數達270多人。
「新館展陳內容的豐富、展出文物的增加以及展覽主

題的深化等都是參觀人數激增的重要原因。」金成民
說，目前陳列館已經成為中國重要的紅色旅遊基地。
據了解，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平房區的侵華日軍第
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新館佔地1.1萬平方米，展館內共
分為侵華日軍細菌戰、七三一部隊——日本細菌戰的大
本營、人體實驗、細菌武器研製、實施細菌戰、毀證與
審判六部分。日本當年侵略擴張國策、細菌武器研製、
各種人體實驗等內容通過實物、文件、視頻、照片、場
景還原等形式展現出來，罪行令人髮指。

東馬沙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