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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安蓓

“稳经济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
14日说。

近期，上半年及二季度经济数据陆
续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上半年
经济形势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责
人对当前经济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
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
说，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2个月
我国经济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疫情反
弹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经
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各地区各部门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明确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快实施稳经济大盘各项政
策，取得积极成效。5月下旬以来，我国
经济运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

袁达说，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丰
收，工业运行在经历4月的短暂下降后，
5月重回正增长，6月继续加快，全国统
调发电量同比增长4%，明显快于上月，6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
服务业经营好转。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用
明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前5个月新
开工项目数同比增长26.1%，新开工项
目计划总投资增长23.3%。随着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
期间市场消费明显回暖，6月全国电影
票房比上月大幅增长1.7倍。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多，
经济大盘保持稳定。福建、山东、湖北、
湖南等省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作用。中
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平。
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省份经济明显好
转。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在
采矿业及部分原材料行业生产较快增长
等因素带动下，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
水平。

袁达说，面对内外部阶段性、突发性
因素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企稳回升，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持续显现，宏观政策效应进一步释
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运行在合
理区间。

“全年涨幅3%左右的CPI预
期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
上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
下。我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
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平均上涨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说，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商品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稳价的
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力
保障物价基本稳定。“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仍然较多，但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
能力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
年涨幅3%左右的CPI预期目标可以实
现。”他说。

万劲松说，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
场供给能力总体充裕，煤炭优质产能持
续释放，今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质好，
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近期能繁母猪
存栏量进一步增加，牛羊禽蛋和蔬菜水
果生产正常、供给充足，保供稳价具有坚
实基础。

他说，将继续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
和重要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加强市场调
控，抓好各项保供稳价政策落地见效。
全力稳定粮食生产，进一步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必要时适时投放中
央猪肉储备，指导地方联动投放储备。
以煤炭为“锚”继续抓好能源保供稳价工
作。指导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切实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有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
长李云卿介绍，今年以来能源供需总体
平稳，受重点行业用电增长、气温升高等

因素影响，入夏以来全国日发电量快速
攀升，用能需求明显回升。

李云卿说，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
源保供工作，我国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
力，多措并举强化供需衔接，加快推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储备能力建设。1
至5月，全国煤炭产量18.1亿吨，同比增
长10.4%，6月以来保持较高产量水平。
目前统调电厂存煤1.7亿吨，同比增加近
6000万吨，可用26天。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
有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

‘中国饭碗’。”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
司副司长张国华说，我国粮食生产稳步
发展，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
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粮食物流和应急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影
响，部分地区、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运行受到一定冲击。“通过共同努力，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总体稳定运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
司长赵志丹说，继续扎实推进保链稳链
工作，持续补齐短板弱项，持续破除瓶颈
制约，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霍福鹏说，随着工业稳增长系列政策效
应逐步显现，工业生产、投资、预期均趋
于改善，工业经济总体呈企稳回升态势，
为下半年平稳增长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13.68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量，
比上年同期多增9192亿元。最新出炉的金融数据显示，上
半年各项贷款平稳增加，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稳定增
长，流动性合理充裕，信贷资金正不断流向国民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占比超八成

13.68万亿元贷款投向了哪里？分析上半年数据不难看
出，投向企业的占了大头。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人
民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03万亿元。在
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企事业单位新增占比超八成。

在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制造电池测试
设备的流水线忙碌不停。

“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提升，公司的电池测试设备
供不应求、订单激增。但疫情之下，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增
长，流动资金压力陡然增大。”公司副总经理李绪芹告诉记
者，好在中信银行及时提供了1000万元授信额度，帮企业顺
利备货，满足了客户供货需求。

上半年，为流动资金犯愁的小微企业不在少数，金融机
构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企业部门贷款持续增长，是信贷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量。”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今年以来，金融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提振
市场主体信心，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数据显示，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8%，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2.6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授信户数为
5239万户，同比增长36.8%。

除了贷得到，企业还盼望成本低。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介绍，上半年，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不断释放，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6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为4.16%，比上年同期低
34个基点。

引导信贷投向稳经济的重点领域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贷款
投放力度，聚焦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工业自动化行业深
耕多年。“我们产业链上下游分布着不少中小企业，传统结算
方式占用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需要更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优化现金流、稳定供应链。”该公司财经管理部负责人毛飞波
告诉记者，在农行主动对接下，6月末已有24家供应商依托
该企业的信用获得低成本融资，融资总规模在5000万元左
右。

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今年以来，在金融政策引导下，5月末该行制造
业贷款余额达2.09万亿元，其中支持重点产业链融资余额超7500亿元。

6月末，我国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7%，比各项贷款增速
高18.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创设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交通物流专
项再贷款等新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提供的激励资金比例由1%提高到
2%，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落地见效……

专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和完善，持续激励金融机构优化
信贷结构，引导资金向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精准倾斜，有助于培
育经济新的增长点。

信贷支持仍将保持较强力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加快落地，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均加大实施力度，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势头。

“多亏建行的续贷政策帮公司渡过难关。随着疫情缓和，企业已全面恢复生
产，我们的3D打印材料正加快向下游市场流通。”广州飞胜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谷文亮说。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为企业受疫情影响经营停滞、80万元贷款
临近到期等问题焦虑。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认为，上半年信贷投放明显增加，企业融资总
体较好。尽管居民贷款受疫情影响同比少增，但6月以来也呈现了恢复态势。未
来随着疫情形势总体受控，预计宏观经济会保持稳步复苏，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
债表有望逐步修复改善，信贷支持将保持较强的力度。

诚然，疫情等不利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些行业企业的融资难题仍待进一步
破解。不过，一系列金融举措陆续落地将为市场主体增添信心。

下半年，新创设的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7月迎来首次申请发放，进一
步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落实好新增8000亿元信贷规
模和设立3000亿元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央行加快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
利润，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稳就业保民生……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为应对超预期的新挑战、新变
化留下了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工具储备。”邹澜说，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加大稳健货
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快落实已确定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形成
政策合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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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 7 月 13 日电
（记者 尚昊 王卓伦）美国总统拜登
13日抵达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附
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开始其就任
总统以来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当天在欢迎仪
式上说，拜登此次对以色列的访问是

“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两国领导人将
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与中东国家
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架构”“重新建立
强大的全球联盟以阻止伊朗核计划的
必要性”等。

拜登在欢迎仪式上说，美以之间的
联系“根深蒂固”。他此行将努力促进
以色列人在中东地区的融合，并重申继
续支持巴以问题“两国方案”。

在抵达以色列前夕，拜登和拉皮德
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以两国在先进技
术领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启动新的战
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重点关注气候变
化、人工智能等领域，致力于将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拜登13日还前往耶路撒冷参观亚
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根据日程安
排，拜登14日将同拉皮德、以色列总统
赫尔佐格举行会晤，并出席印度、以色
列、美国、阿联酋四国领导人线上会议。

拜登此次中东之行为期4天。他
将于15日访问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
区，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
随后将前往沙特阿拉伯，会晤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开启中东首访

□新华社记者 陈昊佺 罗婧婧

2022年巴西圣保罗消费电子展11
日开幕。多家中国企业在展会上推出最
新技术的智能家居产品和数码产品，向
拉美市场展示中国创新的强大动力。

作为拉美最大的消费电子展会之一，
圣保罗消费电子展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
回归实体展。从视觉震撼的QLED巨幕
电视到小巧精致的高功率氮化镓充电器，
从全屋互联的智能家居产品到5G手机，
TCL、格力、倍思等多家中国企业带来了
其创新产品，引得国际客商纷纷驻足。

作为最大的参展商之一，TCL巴西
公司在展会上发布新款MiniLED电视
和98英寸QLED巨幕电视，同时推出空
调、扫地机、冰箱和洗衣机等主打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产品。
TCL巴西公司总裁岳海平说，巴西

家电市场空间广阔，但智能化仍处于起
步阶段，2022年上半年TCL在巴西电视
市场上占有率超过 16%，稳居市场前
三。TCL正计划以电视为切入口，将家
居智能化扩展到其他产品。

中国手机配件品牌倍思在展会上展
示了旗下多款大功率氮化镓充电器以及
新款降噪无线蓝牙耳机。倍思巴西负责
人徐大鹏向记者介绍，中国配件品牌较
早发力氮化镓技术，应用了该技术的大
功率充电器深受巴西消费者欢迎。

巴西参展商格雷戈里乌·富尔塔多
告诉记者，他本人就是倍思产品的忠实
用户，所以创业时也选择了主营中国数
码产品。“中国数码产品耐用可靠，在巴西
市场上销量很好，顾客评价也相当积极。”

富尔塔多说，“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
的科技强国”，凭借过硬质量和科技含
量，中国产品日益受到巴西消费者青睐。

竹制无线充电板、植物纤维编织的数
据线、小麦纤维外壳无线耳机……巴西品
牌HANDZ在展会上展示了各种“天然”
数码产品。HANDZ主打可持续发展理
念，旗下产品经巴西设计师设计后，交由
中国生产基地运用各种自然原料制作。

“中国正在把我们的创意变为现
实。”HANDZ品牌创始人罗德里戈说，
中国企业除了有成熟的生产配套技术，
在环保制造方面也发展迅速。

罗德里戈长期从事中巴贸易，2009
年就曾到中国参加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在他看来，巴西消费者对中
国科技产品的印象在不断变化，从过去
的“低价”“山寨”变成如今的“原创”“环

保”，越来越多巴西消费者感受到了中国
设计的魅力。

圣保罗消费电子展主办方巴西Elet-
rolar集团董事长卡洛斯·克鲁尔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此次参展的中国企业数量众多，
发布产品都走在世界创新前沿，充分展示
了中国在世界消费电子市场的地位。

克鲁尔认为，中巴两国商贸关系高度
互补，两国企业能通过圣保罗消费电子展
进一步深化合作，特别是巴西新兴科技企
业能通过中国完善的产业链和生产配套将
创意落实，推动巴西电子产业发展。

2022年圣保罗消费电子展11日至
14日在巴西圣保罗泛美展览中心举行，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2.6万名参
展人员，展会期间参展商发布约2000件
消费电子新品。

（新华社圣保罗7月13日电）

中国创新亮相圣保罗消费电子展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 （记
者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带
来的冲击，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以赴稳
就业保就业，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
定。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9%，与
时序进度基本一致。

从各地情况看，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务完
成快于时序进度，但受局部疫情影
响，3个省份进度偏慢。

从城镇调查失业率走势看，近两
个月就业形势逐渐好转。一季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5%，处于较
低水平。4月份受疫情影响走高至
6.1%，5月份回落至5.9%，6月份进一
步回落。分年龄看，25至59岁人口调
查失业率低于整体失业水平，但16至
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

城乡困难人员就业稳中有增。6
月末，脱贫人口务工规模3223万人，
同比增加160万人，25个中西部省份
均已完成目标任务。1至6月，就业困
难人员实现就业85万人，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失业人
员实现再就业250万人。

尽管较大就业压力，但从供求关
系看，我国市场岗位需求始终大于求
职人数。根据人社部数据，上半年，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市场机构求人
倍率均在1以上。其中，二季度100
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
1.37。

人社部表示，随着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高效统筹，各方面围绕就业
同向发力，就业局势有望继续回暖。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挑战，就业总量
压力依然存在，稳就业保就业工作仍
需付出更多努力。

人社部提出，要加强调度、加大
力度、加快进度，通过加快释放减负稳
岗政策红利、加力促进创业和灵活就
业、加密组织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活动、
加大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支持力度、加
强其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等五方面政
策举措，努力完成各项就业目标任务，
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654万人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7月14日摄，无人机照片）。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由中
建三局承建，目前主体建筑已完成施工。该项目依托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的科研优势，以航空轮
胎动力学大科学装置为核心，建设与之配套的航空轮胎硬核科技中心和航空轮胎制造试验基地。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主体建筑完工

7月14日，靖江市城南办事处中桥村果农陈履平收获成熟的葡萄。盛夏时节，江苏省
靖江市城南办事处中桥村数百亩葡萄陆续成熟。当地农电、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提供电力
设备巡检、技术指导，为果农丰产增收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葡萄熟了

新华社布鲁塞尔 7 月 14 日电
（记者 康逸 林浩）欧盟委员会14日
发布的夏季经济预测报告说，欧盟维持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不变，但下调明年增
长预期。

报告预计，2022年欧盟经济将增
长2.7%，2023年将增长1.5%；2022年
欧元区经济将增长2.6%，2023年放缓
至 1.4%。2022年欧盟年均通胀率为
8.3%，欧元区为 7.6%；2023年欧盟年
均通胀率降至4.6%，欧元区为4.0%。

报告称，欧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化
石燃料，经济易受能源市场发展影响，
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影响了外部需
求，预计今年内经济活动将较为低迷。
新一轮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可能会进一

步推高通胀，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不
能排除新冠疫情在欧洲卷土重来给经
济带来破坏的可能性。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
斯基斯说，欧洲正面临能源和食品价格
上涨、全球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等挑
战。经济增长将在今年下半年显著放
缓。鉴于高通胀和融资条件收紧，在更
审慎的财政立场和保护脆弱群体之间
找到适当的平衡至关重要。

今年 5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春季
经济预测报告，将欧盟今年经济增长
预期从 2月预测数据下调至 2.7%，将
明年增长预期下调至2.3%，并预计今
年欧盟通胀率为 6.8%，2023 年将降
至3.2%。

欧 盟 下 调 明 年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