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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首批5家示范步行街名单公布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927亿元，同比增长3.2%

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速快
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黄鑫今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6927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较一季度
提高1.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
达745亿GB，同比增长34.5%；其中，通过手机上
网的流量达到720亿GB，同比增长30.4%，占移
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6.6%。6月当月户均移动互
联网接入流量达到 10.14GB/户，同比增长
29.3%，比上年12月份高1.55GB/户。

尤其是，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速
领先。上半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分别达到313亿、163亿、227亿和42亿
GB，同比增长29.5%、36.5%、41.8%和28.4%，西
部地区增速领先全国。其中，全国有16个省份的
6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DOU）高出平
均水平，西藏、云南、贵州DOU值居前三位，达到
15.95GB/户、15.06GB/户和 14.81GB/户；各省
DOU值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为9.15GB/户，差值
较去年同期扩大3.27GB/户。

北大科技园创新研究院产业研究分析师李朕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移动互联
网流量快速增加有如下原因，一是5G逐步投入
使用以及5G智能手机不断普及，提供了更加高
质量的内容，相应拉动了移动互联网流量的增加；
二是提速降费不断深化，运营商为用户带来了更
加高质量的移动流量体验，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更加青睐移动网络；三是疫情原因导致各方参
与建设，运营商积极进行远程直播、5G网络铺设
等工作，提振了移动互联网流量的用量，因此，移
动互联网流量表现出走高态势。

与之相对应的是，上半年，正是数据及互联网
业务收入支撑了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上半
年，3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和移动数据及互
联网业务收入分别为1157亿元和3185亿元，同
比增长7.6%和3.2%，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分
别为16.7%和46%，同比提高0.7个和0.1个百分
点，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1.2个和1.5个百分
点，是电信业务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柱。

“固定增值及其他收入加快增长，是电信业务

收入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李朕说。
上半年，3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IPTV、互

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业
务，共完成固定增值业务收入903亿元，同比增长
23.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4.6个百分点，在电信业
务收入中占比为13%，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7个
百分点，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2.6个百分点。

这一点从手机用户分类也可以看出。据统
计，截至6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
网终端用户11.06亿户，同比增长32.7%，比上年
末净增7812万户，其中应用于智能制造、智慧交
通、智慧公共事业的终端用户占比分别达21.1%、
18.2%、21.4%。IPTV（网络电视）总用户数达
3.04亿户，同比增长7.9%。手机上网用户数达
13.2亿户，对移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为82.8%，较
上年末提升0.6个百分点。

同时，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平稳增长，移动通信
业务收入降幅持续收窄。上半年，3家基础电信
企业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入2363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较上年同期和一季度均提高2.2个百分
点，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34.1%；实现移动通
信业务收入4564亿元，同比下降0.9%，降幅较上
年同期和一季度分别收窄3.1个和1个百分点，占
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65.9%。

数据还显示，截至6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
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5.95 亿户，同比增长
0.6%。其中4G用户数为12.83亿户，同比增长
4.2%，在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中占比为80.4%，占比
较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正向高速率迁
移，百兆接入用户占比逐步提升。截至6月末，3
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
达4.65亿户，同比增长7%，比上年末净增1573
万户。其中，光纤接入用户4.34亿户，占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93.2%。100Mbps及
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4.04
亿户，占总用户数的86.8%，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1.5 个百分点；随着千兆宽带服务推广加快，
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达267万户，比上年末净增180万户。

江苏：

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持续回升
本报南京7月22日电 记者蒋波报道：

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了解到，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江苏经济运行好于预
期，地区生产总值实现正增长，主要经济指标
持续回升。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
年江苏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6722.92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9%，增速由一季

度的下降5.0%转为正增长。
今年上半年，江苏稳投资政策效应逐步

显现，投资降幅明显收窄，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下降7.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个百分
点，连续4个月降幅收窄。稳外贸政策持续
发力，拉动效果明显增强。据海关统计，上
半年，江苏完成货物进出口总额20061.7亿
元，同比下降2.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6.7
个百分点。

天津：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增长快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从天津市

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天津上半年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4%；规模以上工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25.3%，其
中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2.0 倍，光纤增长
63.8%，集成电路增长37.2%。

今年以来,天津市聚焦智能科技产业重
点领域，以创新为引领、应用为牵引，不断夯
实产业基础。今年1月至5月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产量增长2倍；服务机器人增长

1.8倍；计算机整机增长1.7倍；集成电路增
长44%。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天津新业态加
速发展，1月至5月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
增长11.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6个百分
点，增速在主要软件省市中排第一。

同时，天津“接链”行动成果显现，市级
层面7场撮合对接会，累计签约38项，涉及
贷款、授信资金125.5亿元，帮助企业实现上
下游衔接成果28个，区级层面已举办203场
活动、对接企业5300余家。

本报上海7月22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
道：科创板开市运行一周年之际，在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导支持下，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和申万宏源有限公司研
究所共同编撰的首部 《科创板白皮书
2020》（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梳理
回顾了科创板运行一年间的经验成果，并为
科创板的长远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截至7月21日，科创板共有133家上市
公司，总市值2.62万亿元。白皮书提出，
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对于改变我国以间接融资
为主的融资结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提高资源向科技企业
的配置效率，进而培育出众多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科技企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
意义。

目前，科创板已初步显现了金融资本对
科技创新的助力效果。白皮书数据显示，报
告期内研发投入占比平均为11.29%，远高于
同期上市的A股其他板块新股，核心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的企业占比高达63%，另有
占比21%的企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说，科创板的特殊性
和探索性就在于具有更包容的态度，从而增
强了探索和创新的试错弹性。

科创板开市运行一周年

金融资本助力科技创新显成效

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
农业农村部今天举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
作视频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介绍，第三
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正在全国全面
实施。目前，我国长期保存作物种质资源超过
51万份、畜禽地方品种560多个、农业微生物
资源23万多份，位居世界前列。如今，我国农
作物自主品种占95%以上，畜禽核心种源自给
率达到70%以上。

张桃林说，近年来我国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成
效明显。我国应用远缘杂交、基因工程、基因组
学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创制了“普冰”小麦、
白羽肉鸭等系列新种质，培育推广了一大批突破
性新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完成7至9次更新换
代，增产幅度均超过10%。如今，我国农作物
自主品种占95%以上，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达
到70%以上，良种在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5%
以上，为“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提供了重
要支撑。

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
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种业原始创新的物质
基础。通过产业化开发，遮放贡米、若羌红枣、
洞庭碧螺春、宁乡猪、清远麻鸡、临武鸭等一大
批地方品种在推进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打造特色
品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
5年，通过作物资源鉴定、评价、利用，支撑产
生国家科技类奖项超过12项，每年新增经济效
益200多亿元。

如今，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初步构建。我国建
立了以作物种质长期库为核心、10座中期库和
43个种质圃为支撑、205个原生境保护区为补充
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形成了199个国家级
畜禽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与458个省级保种
场（区、库）相衔接的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国家畜禽基因库建设已纳入规划布局；农业微生
物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初步构建，农业种质资源
得到较好保护。国家作物种质长期库新库已于去
年初在中国农科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底竣

工，届时将具备150万份的资源长期保存能力。
张桃林表示，今后要加快推进农业种质资

源抢救性收集保护。加快完成第三次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研究启动第三次全国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行动，有条件的省要率先启
动畜禽遗传资源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调查
工作，尽快查清农业种质资源家底，开展抢
救性收集，确保资源不丧失。要优化种质资
源分类分级保护名录，完善种质资源进出口
审批制度，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大境外优异
资源引进力度，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各保护单
位要加强资源活力与遗传完整性监测，实现中
长期安全保存。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已作出安排，目标是力
争3年内完成现有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对登
记主体享有知识产权的创新种质、改良种质等，
可通过签订共享交流协议等方式，依法交流交换
和有条件共享利用，做到家底清、信息明、主体
责任明确、共享利用顺畅。

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全面实施——

我国农作物自主品种占95%以上

本报乌鲁木齐7月22日电 记者耿丹
丹报道：7月22日，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统计局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今年上半年，新疆实现生产总值
6412.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3%。

据悉，新疆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6%，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增速达
12.2%，创2014年2月以来单月最高增幅。

今年上半年，新疆重工业生产持续加快，
非公有制经济生产快于公有制经济，五成以
上行业和产品产量增长。同时，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门
类继续保持全面增长。

此外，新疆上半年工业新动能实现两位
数增长。新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同
期增长18.2%，比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
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2.2%，比上年
同期提高13.2个百分点。

新疆:

工业新动能实现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北京7月 22日电 （记者王雨
萧）记者22日从商务部获悉，南京夫子庙步
行街、杭州湖滨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
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
街被商务部确认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说，从2018年年底
起，商务部在11个城市开展首批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工作，累计改造商业体80多万平方
米，引进知名品牌900多个，新增旗舰店、首
店80余家，11条步行街均实现5G信号覆

盖。同时，创新“众管共治”的街区管理机制，
实施“小额争议先行赔付”“无理由退货”等举
措，步行街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不断优化。
2019年，11条步行街总客流量和营业额同
比分别增长22.6％和17％。

王炳南表示，改造提升步行街就是要顺
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环境，完善设施，增
加优质商品供给，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要发挥消费引领生产的作用，推
广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大暑至
农事忙

本版编辑 郭存举 张 可 董庆森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记者王优玲）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杨红灿22日
表示，到2020年年底以前，各省份全部开通企
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
上办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以内或
更少。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新办
22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实施意
见有关情况。

杨红灿说，2020年上半年，我国日均新设
企业数量保持在2万户左右。下一步，将推广电
子营业执照的应用，在加强监管、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深化电子
营业执照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应用；及时
总结推广企业电子印章应用的典型经验做法。

此外，将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
营场所限制。对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的零售业个体经营者，进一步拓宽其活动的场所
和时间，依法予以豁免登记。同时，支持各地在
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下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
记试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年底前企业开办

全流程网上办理

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
道：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今日在官网
公布了《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
官网公开信息显示，该《规则》已于7月
10日发布。

金融委在《规则》中规定了区块链技术
金融应用的具体实现要求、评估办法、判定

标准等。这一标准适用于金融机构开展区块
链技术金融应用的产品设计、软件开发、系
统评估。

据悉，《规则》 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
司、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中国银联以及多
家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科技公司、
高校等共同起草。

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首个区块链金融应用标准出炉

7月22日，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板河村，农民在田间忙碌。大暑节气
到来，各地农民不误农时，开展各项田间管理，为秋季丰收打基础，处处呈现繁
忙的劳作景象。

樊绍光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