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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7月 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袁今年上半
年袁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呈现野前低后高尧由降转升冶走
势袁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8%袁一季度为下降
36.7%袁尤其是 5尧6月份袁利润分别增长 6.0%和 11.5%袁
增速逐月加快遥

受益于四方面因素袁
6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加快

统计显示袁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6665.5亿元袁同比增长 11.5%袁增速比 5月份加快 5.5
个百分点袁实现两位数增长遥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分析袁6月份工
业利润增速继续加快主要受益于四个方面遥

基础夯实袁生产销售增长加快遥6月份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8%袁 增速比 5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曰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2%袁增速加快
2.8个百分点遥 企业规模扩张带来盈利增加遥
市场改善袁工业品价格降幅收窄遥6月份袁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尧 购进价格指数降幅比 5月份分别收
窄 0.7和 0.6个百分点袁双双扭转了今年以来降幅持续
扩大的趋势遥 朱虹初步测算袁6月份工业品价格变动影
响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 5月份回升 5.3
个百分点遥

负担减轻袁企业单位成本下降遥 朱虹介绍袁6月份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
0.22元袁为今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袁缓解了前期成本大
幅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遥

价格回暖袁重点行业利润改善明显遥 受市场需求改
善尧工业品价格回暖尧成本压力减缓尧相关扶持政策效
果显现等多重有利因素影响袁钢铁尧油气开采尧石油加
工尧有色等重点行业利润大幅改善遥

二季度超半数工业行业实现利润增长
不仅是 6月当月袁从统计数据看袁二季度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 4.8%袁比一季度提高了 41.5个百分点遥
野今年上半年袁随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落地袁复工复产深入推进袁

生产经营秩序稳步恢复袁 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持续改
善遥 冶朱虹介绍袁二季度袁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袁37个行
业利润增速比一季度加快袁其中 25个行业利润实现增
长袁可以说绝大多数行业利润增速回暖遥

利润回升幅度最大的行业为装备制造业遥 二季度袁
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1.8%袁 一季度为下降
46.7%袁为回升幅度最大的行业板块遥 其中袁环保标准切
换尧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带动汽车尧专用设备行业明显回
升袁 二季度汽车尧 专用设备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0%尧
63.5%袁而一季度分别下降 80.2%尧34.7%遥

利润增速最高的行业为高技术制造业遥 二季度袁高
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34.6%袁 为增速最高的行业板块袁
而一季度为下降 17.1%遥 其中袁受订单转移到国内以及
内需增加影响袁电子行业二季度利润增长 47.6%袁而一
季度为下降 12.0%遥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遥 朱虹分析袁二季
度袁受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尧主要大宗原燃材料产品价格
回升等因素影响袁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 17.9%袁
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 45.0个百分点遥其中袁受成品油
价格回升尧原材料为低价库存原油双向影响袁石油加工
行业二季度实现利润 104.5亿元袁而一季度为全行业亏
损 247.0亿元遥

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二季度工业利润增长实现由负转正袁 由多重因素

支撑遥
生产回升势头明显袁 为企业利润增长打下坚实基

础遥 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快速调查显示袁
截至 6月中旬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基本全面开工袁其
中有 68.4%的企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八成以上袁较 4月
上旬上升 17.2个百分点遥

新兴产品持续发力袁为企业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遥 二
季度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袁增速高于上年
同期 4.2个百分点遥 6月袁汽车行业受环保标准切换尧购
车补贴尧基建加快推进等政策性因素影响袁叠加消费市
场恢复袁生产继续加快至 13.4%袁创近两年新高曰3D打

印设备尧集成电路圆片尧智能手表同比增长 1至 5倍曰
半导体分立器件尧高性能化学纤维尧服务机器人等增长
32.9%要81.9%遥

野在各行业普遍遭受疫情冲击的形势下袁新兴产品
需求表现良好袁订单逆势增加袁体现了新动能的发展韧
性和增长持续性遥 冶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华
说遥

出口形势有所好转袁 也让部分行业更好利用两个
市场遥 在全球商品贸易降幅不断扩大的形势下袁二季度
我国工业出口实现了增长袁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0.8%遥
二季度袁 我国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52.3%袁
电子行业出口增速升至 14.5%袁有力拉动了工业出口增
速转正遥

野尽管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明显恢复向好袁但
总体看袁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袁 市场需求依然偏
弱袁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不少困难遥 冶朱虹表示袁当
前袁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袁国际经贸形势复杂严峻袁
工业利润增长的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遥 下阶段袁仍需
扎实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全面落实野六保冶任务袁积极贯彻
落实各项援企助企政策袁稳住经济基本盘袁不断巩固工
业经济回升向好势头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六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7月 28日上午袁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发布会遥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
言人刘友宾介绍袁2020年上半年袁 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107起袁与
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 22.5%遥 其中袁生产安全事故引发 50起袁交通运输
事故引发 42起袁违法排污引发 4起袁自然灾害引发 4起袁其他原因引发
7起遥

刘友宾介绍袁从事件原因上看袁生产安全事故尧交通运输事故仍是
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主要原因袁两者合计超 85%遥在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共同努力下袁 妥善处置了包括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泄漏事故
在内的一批突发环境事件袁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遥

刘友宾表示袁 生态环境部始终坚持并落实好 野有事没事当有事准
备袁大事小事当大事对待冶野五个第一时间冶等有效做法袁从严格环评把
关尧加强预案管理和预警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强环境风险管控袁妥善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袁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遥 一是加强环境应急值守袁
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早发现尧早调度尧早处置遥二是强化信息公开袁发生重
特大或者敏感突发环境事件时袁督促当地政府落实野5窑24冶要求渊5小时
内发布权威信息袁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冤遥 三是科学处置各类突发
环境事件遥 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袁第一时间派人赶赴现场袁指导和督
促有关部门和地方妥善处置袁 最大限度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生态
危害袁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安全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2020年上半年全国突发
环境事件同比下降 22.5%

为进一步推进普通纪念币发
行改革袁中国人民银行 28日公布
了 叶普通纪念币普制币发行管理
暂行规定曳袁 并将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遥 人民银行明确了发
行招标管理规定袁 增加普制币装
帧销售等袁 丰富公众获得普制币
渠道袁 进一步提高普制币发行服
务水平遥

2015年以来袁人民银行不断
推进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袁通过公开预约和以需定产袁大大提高了普通
纪念币发行透明度遥但现行发行方式无法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袁缺乏市
场调节机制平衡供求袁发行各方存在责权不清晰等问题遥

为解决我国普通纪念币发行中存在的问题袁 激活承销主体市场活
力袁人民银行拟对现行普通纪念币发行方式进行市场化改革袁并制定了
叶普通纪念币普制币发行管理暂行规定曳遥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袁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袁立
足于我国普通纪念币发行特点和传统袁引入招标方式袁保留现行银行业
金融机构预约兑换机制袁增加普制币装帧销售袁丰富公众获得普制币渠
道袁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人民银行将加强对普制币主
承销商的指导和监管袁切实提高服务水平遥

根据暂行规定袁市场化改革后袁普制币分为按面额预约兑换和溢价
装帧销售两部分遥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袁按面额预约兑换部分是普制
币发行的基础和主体袁 溢价装帧销售部分是按面额预约兑换方式的补
充遥 两者结合可以更好满足公众对普通纪念币多样化尧差异化的需求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央行发文推进普通
纪念币发行市场化改革

7月 28日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袁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叶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曳渊以下简称叶行动计划曳冤
部署和叶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曳渊以下简称叶实施方案曳冤要求袁
工业和信息化部尧公安部尧交通运输部尧市
场监管总局决定自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5月组织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
工作袁 预防和遏制货车非法改装行为袁保
障道路运输安全遥

通过集中排查尧重点检查尧突击抽查尧
专项治理等方式袁 强化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尧自卸货车尧半挂车尧轻型载货汽车尧混

凝土搅拌运输车等 5类重点货车生产改
装监管袁 严把车辆生产制造源头质量关袁
落实货运企业对车辆安全监管的主体责
任袁严厉打击野大吨小标冶尧野百吨王冶及倒
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行为袁从严查处取缔
一批严重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尧 维修企业尧
货运企业尧 检验机构和非法改装 野黑窝
点冶袁 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违法违规企业和
人员法律责任袁健全和完善货车生产改装
监管机制袁 为实现到 2022年基本消除货
车非法改装尧野大吨小标冶等违法违规问题
打下良好基础袁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四部门联合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
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近日财政部安排 2020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 293.5亿元袁要求地方切实发挥省级统筹作用袁加大投入力度袁优化
支出结构袁重点向野三区三州冶等深度贫困地区袁尤其是脱贫攻坚挂牌督
战县倾斜遥

根据 2019年教育部尧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联合印发叶关于切实做好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曳渊教督 也2019页4号冤袁明
确提出野计划到 2020年底袁全部消除 66人以上超大班额袁基本消除现
有 56人以上大班额袁全国大班额比例控制在 5%以内曰科学合理设置乡
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袁基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袁办学条件达
到所在省份基本办学标准曰 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全覆
盖袁不断提升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冶的任务目标遥

同年袁 中央财政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要要要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袁安排 293.5亿元支持各地开展工作遥 在资
金分配上袁 财政部要求在继续统筹兼顾中西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学
校建设尧高寒高海拔地区学校取暖条件改善尧野互联网+教育冶试点等情
况基础上袁继续支持地方基本消除城镇野大班额冶袁基本补齐乡村小规模
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短板袁 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全
覆盖袁同时进一步加大对野三区三州冶等深度贫困地区袁以及有脱贫攻坚
挂牌督战县的省份倾斜力度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中央财政安排 293.5亿元
补足深贫地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记者日前从圆明园管理处获悉院 圆明园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开启了石刻文物数字化存档工作遥以三维扫描尧摄影测量和全景摄影
等手段袁对远瀛观和大水法遗址开展全面记录遥 未来袁被存档的遗址可
以形成虚拟三维影像在网上展示袁游客通过手机就能实现野掌上观展冶袁
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遥

远瀛观和大水法是圆明园两处标志性建筑袁均在 1860年被英法联
军焚毁袁此后经过多次劫难袁目前仅存残垣断壁遥 裸露在户外的石刻文
物袁受风吹雨淋尧暴晒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袁极易风化尧受损遥 2018年袁圆
明园曾对远瀛观尧大水法进行过加固保护遥

为给两处遗址留下历史影像袁更好地进行展示和研究袁圆明园委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数字化存档工作袁按照野点面结合冶的数字
化方案袁全面记录遗址现状袁有重点地提取远瀛观石柱尧大水法喷泉拱
门两处重要遗存信息遥

近年来袁圆明园持续开展修复文物尧库藏文物尧回归文物的数字化
扫描工作袁已在圆明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展出瓷器尧玉器尧铜器及石刻
等 118件数字化文物遥 下一步袁 圆明园还将建立高水平的文物修复医
院袁持续推进文物修复工作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圆明园启动数字化存档

近日袁江苏省民政厅联合省发改委尧财政厅印发方案袁到 2022年袁
全面改造提升全省近千家农村敬老院软硬件水平遥

方案提出袁提升失能渊失智冤特困人员集中照护能力遥 包括改造升级
照护型床位袁开辟失能渊失智冤老年人照护单元袁满足农村地区失能尧半
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遥 同时袁整合现有农村敬老院资源袁转型升级
为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袁 覆盖保障本地区及周边 2至 3个乡镇特
困人员供养尧 社会化住养服务需求袁 拓展延伸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遥 到
2022年底前袁全面完成每个涉农县渊市尧区冤至少建有 1所失能渊失智冤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尧 建成 3所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目标
任务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江苏全面提升改造农村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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