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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新活力不断迸发

去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16.3%

本版编辑 温宝臣 董庆森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林火灿
报道：国家统计局7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经核算，2019年我国“三新”经
济增加值为161927亿元，相当于GDP
的比重为16.3%，比上年提高0.2个百
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9.3%，比
同期GDP现价增速高1.5个百分点。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
的集合。“三新”经济增加值衡量的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
造的增加值。

分三次产业看，2019 年“三新”

经济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685亿元，相
当于GDP的比重为0.7%；“三新”经济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0443亿元，相当于
GDP的比重为7.1%；“三新”经济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84799亿元，相当于GDP
的比重为8.6%。

“三新”经济稳健发展的背后，与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
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密切相关。随着“放
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微观主体活力不
断增强。2019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万户，年末市
场主体总数达1.2亿户。

与此同时，创新环境不断改善。

2019年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
14位，比上年上升3位。创新投入较
快增长。2019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0.5%，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嫦娥四号探测器世界上
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
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2号首航南
极，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
2019 年发明专利申请量 140.1 万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3.3 件，
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
任务。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

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发
展的新活力不断迸发。

2019年，我国新产业新模式新产
品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结构
调整的新动力。2019年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4%，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战略性新
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
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服务
机器人产量增长38.9%。线上线下两翼
齐飞，网络新势力加速形成。2019年
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比上年 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20.7%。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在7日举行的网上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家政
行业正在加快复苏。

据统计，家政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3000万人。6月底，全国家政公司复工
率达90%以上，大中型家政企业均已全
面复工，营业收入同比降幅逐月收窄。
其中，互联网家政企业复工优势明显，
一些互联网家政企业4月底已恢复至去
年同期水平。

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持续快速
发展，但信用缺失问题较为突出。为
此，去年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
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
见》，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

近期，商务部办公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
通知，并正式启用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
平台。

据了解，自去年底以来，平台已归
集10000余家企业的信用信息、800余
万条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目前，各地
还在大力推动家政服务员完成身份验证
和授权，在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完整信用
记录的家政服务员数量还将不断增加。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家政服务
业对促进就业和精准扶贫有哪些重要作
用时，冼国义表示，近日商务部等10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巩固拓展家政扶贫
工作的通知》，一是要加强供需对接，
完善家政扶贫供需对接平台，组织147
个城市的371家大型家政服务企业与国
家级贫困县进行对接。二是要完善支持

政策措施，支持31个家政劳务输出基
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自商务部
2017年开展家政扶贫工作以来，已累

计带动65万多名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从
事家政服务业，带动29万多名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业。

6月底家政公司复工率达90%
互联网家政企业复工优势明显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姚进报
道：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
元，升幅0.3%。这是继3月份降至阶段
低点之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连续3个
月上升，目前规模已超去年年末水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6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供
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
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
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
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
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数据显示，6月份美元指数小幅下
跌，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涨跌互现，主要
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货币方面，美
元汇率指数（DXY）下跌1%收于97.4；非
美元货币中，欧元上涨1.2%，英镑上涨
0.5%，日元下跌0.1%。资产方面，以美
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
0.5%；标普500股票指数上涨1.8%，欧
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6%，日经225指
数上涨1.9%。

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
亦形成贡献。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认为，近期国内经济形势逐步改善
向好，带动资本市场回暖，人民币资产受
到更多国际投资者青睐。6月份，北向资
金净流入规模达到526.8亿元。6月末，
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51万亿
元，较5月末增加814亿元。

“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
保持稳定。一方面，随着国内逆周期调
控政策继续加力，经济领域将出现更多
积极改善，将有助于稳定我国外汇储
备。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回暖，北向
资金加快流入。这些因素改善，有助于
维护跨境资金平衡和汇率供求稳定，对
下阶段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
撑。”温彬说。

王春英表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
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
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
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
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总体稳定。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姚进报
道：7日，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
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早盘走高，一度升
破“7”关口，最高攀升至6.9918，是今年
3月18日以来最高值。与此同时，在岸
人民币汇率早盘最高升值155个基点至
7.0034，亦逼近“7”整数关口。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较
上一交易日调升353个基点，报7.0310，
升至2020年4月14日以来最高，升幅
创2020年4月9日以来最大。

专家表示，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向
好，是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的重要因素。
中国银行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复工复产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趋势向好。基本面持续向好，为人民币汇
率保持稳定提供了支撑。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
源表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扩张加
快，宏观经济修复速度或超出市场预期，

基本面优势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表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也预测，中国将
成为今年全球唯一GDP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

此外，美元指数也是影响人民币汇
率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期，人民币
强势主要是受外资持续流入与弱势美元
推动。近两日，A股市场强势拉升，推升
了人民币买盘。同时，美元指数弱势震荡
也助推人民币走强。”光大银行金融市场
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也表示，
美元指数强弱与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具
有反向关系。美元回落，则非美元货币走
强，而人民币是仅次于欧元、日元的主要
非美元货币。

“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二次暴
发，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市场对美国经济
预期下修，美元指数走弱。同时，中美利

差持续处于高位，人民币资产购买需求
旺盛。”曹源源说。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在
全球经济状况比较低迷，全球资金、外贸
都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综合发力，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
是大概率事件。

曹源源表示，短期看，中国经济基本
面有望持续改善，这将巩固人民币汇率
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全球央行宽松倾向
进一步深化且不断试探零利率和负利率
的情况下，未来中美利差仍将保持高位，
进而支撑人民币资产购买需求，这也将
为人民币汇率提供重要支撑。

“短期看，在岸人民币汇率仍维持偏
强格局。”周茂华认为，人民币汇率同样
不具备大幅走强的基础，未来将在均衡
水平附近保持双向波动，这主要是因为
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较高，不可避免
对国内经济构成影响，同时全球的美元
避险需求尚未消失。

6月份环比上升0.3%至31123亿美元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实现三连升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升破“7”关口

资产配置需求旺盛推动人民币汇率走强

外企可按相关流程设立家政服务企业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7日，在谈到外资是否可以进入
家政服务行业时，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
国义表示，中国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
单管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
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
理。家政服务业并未在负面清单之内，
所以外企与国内企业一样，可按照相关

流程注册设立家政服务企业。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型城镇化
加速推进，居家养老、康复护理、育婴
育幼等多层次多样化家政服务需求将持
续快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欢迎外
国企业来华投资家政服务业，共享中国
家政服务业发展机遇。”冼国义说。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新建安顺至六盘水高速铁路（以下简称“安六高铁”）8日正式开通运营。

安六高铁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六盘水至上海、广州、成都、重
庆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0对，贵阳至六盘水间铁路旅行时间最快1小时9分
可达。至此，贵州省六盘水市全面接入全国高铁网。

安六高铁是贵州省首条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是沪昆高铁的延伸
和补充，也是贵州省快速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昆高铁连接起了
贵阳、安顺、六盘水三个重要城市，沿线旅游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郁，历史
文化灿烂。安六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六盘水市全面接入全国高铁网，加快融
入贵阳1小时经济圈，对于合理引导沿线地区城镇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
交流和旅游业发展，坚决打赢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南昌7月7日电 记者刘兴报道：7日上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第3场招商路演在江西上饶举办。

本场招商路演主要面向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和汽车展区的采购商，介
绍了进博会基本情况、筹办工作进展、采购商报名路径等。据介绍，第三届
进博会汽车展区面积达3万平方米，展品涵盖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汽车
新能源产品及技术等。江西汽车产业链条长，对上下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大
拉动力。江西将利用好进博会平台，深化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
放合作等领域对接。

一段时间以来，江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动经济回暖
复苏，前5个月全省进出口增速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位居全国前
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

进博会招商路演在赣举办

贵州省首条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

安六高铁8日正式开通运营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7月7日，中国第一架高速卫星互联网飞
机——青岛航空QW9771航班在青岛举行首航仪式。

16时46分，飞机由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起飞，于19时21分降落在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与使用传统Ku卫星的互联网飞机不同，本次航班适配的
高速互联系统基于国内首颗且惟一一颗Ka频段高通量卫星——中星16
号。飞机在万米高空可以实现百兆以上的高速率联网。

在平飞阶段，机上旅客可使用个人手机连接空中互联网，从2000多个
优质互娱内容中挑选喜欢的类型，体验数字生态客舱带来的内容丰富、品质
稳定的机上娱乐体验。本次航班还实现了国内民航史上第一次空中直播。

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卫星资源的中国卫通，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核心专业子公司。

万米高空可实现百兆以上高速率联网——

首架高速卫星互联网飞机首航

本报讯 记者熊丽报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乡冷链物流
设施补短板和建设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决策部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
2020年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这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分别是：北京平谷、山西晋中、内蒙古巴
彦淖尔、辽宁营口、江苏苏州、浙江舟山、安徽合肥、福建福州、山东济南、河
南郑州、湖北武汉、湖南怀化、广东东莞、四川自贡、云南昆明、陕西宝鸡、青
岛西海岸新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通知要求，入选2020年度建设名单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既要进一
步加强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改造，促进业务流程和经营模式创新，不断提高冷
链物流服务能力和效率；又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实际先行先试，为
以后年度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探索经验，同时重点从能力提升、资源
整合、互联互通、规范发展、食品安全等方面做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
设工作。

通知要求，相关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认真指导地方政府部门以及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运营企业抓好抓实抓细各项建设工作，并会同相关
部门建立日常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为提高冷链物流发展水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奠定坚实基础，为“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
等重大国家战略以及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将统筹利用相关政策和资金渠道支
持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范围内的相关项目建设，促进国家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间交流互鉴，同时会同有关方面加强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运行情
况的监测，建立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中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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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本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7月7日，支付宝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宣布，全
国首批“数字商场”正式上线，华润置地旗下50多家购物中心将把服务搬上
支付宝。据悉，支付宝小程序下单“线上买、线下取”，直播购物“一边看、一
边买”等线上线下融合的购物体验是全国首批“数字商场”的特色。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杭州、南宁等6城的华润万象城、万象汇已经
率先入驻支付宝数字生活平台，并同步上线了支付宝消费券活动。消费者
通过支付宝搜索“一点万象”，进入小程序，选择所在商场定位，即可体验到
会员权益、商场服务、线上购物等一系列服务。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实体商场的数字化能给消费者带来高效、便捷
的购物体验，小程序、消费券、会员营销等手段，帮助商家链接了人、货、场，
未来新零售是全域数字化的融合、创新与增长。

全国首批“数字商场”上线——

50余家商场搬上支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