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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生产已
基本回归正轨，主导作用凸显，制造业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新产业新业态逆
势增长。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1.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1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增长4.4%，产销
形势好转。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和31
个省份中，6月份有26个工业行业和29
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企业
效益状况进一步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
比一季度提高1.06个百分点，利润降幅
收窄至19.3%，5月份当月增长6%。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代
表着工业企业的活力，更是经济的风向
标。上半年PPI指数呈“U形”的“微笑
曲线”，尤其是5月份、6月份连续两个
月PPI高速攀升，是“新基建”“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政策支撑效果的直接体
现，也反映了我国工业体系的韧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上半年，通过着力打通产业链“堵
点”“断点”，推动固链、强链、补链，带动
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工业生产已
基本回归正轨，工业生产主要指标稳步
回升。

值得关注的是，装备制造业恢复态
势明显，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0.4%，
扭转了一季度大幅下降14%的负增长

局面，其中6月份增长9.7%。此外，5月
份、6月份汽车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
到12.2%和13.4%，6月份汽车产销量创
年内新高。电子制造业在5G建设和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新的需求带动下逆势而
上，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5.7%，二季
度以来各月均呈现两位数增长。

“装备制造业成为工业回升主要动
能，是回升幅度最大的行业板块。受环
保标准切换、购车补贴、基建加快推进
等政策性因素影响，叠加消费市场恢
复，行业内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也呈现大幅增长。”众诚智库总裁杨帆
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上半年工业主导作用凸显体现为
高技术产业逆势增长。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4.5%，其中医药、电子及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医疗仪器
设备等行业增势较好，智能手表、3D
打印设备、充电桩等新兴产品产量保
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步伐加快，上半年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收入同比增长
6.7%，截至6月底，企业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达到71.5%和51.1%，具有较强行业
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70个，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达4000万台
（套）。

从增速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
快速增长，持续为工业增长贡献新动
能。杨帆分析，今年第二季度，新一代
信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成为增速最高的行业板块，与上
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6月份，新一代信
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较
上月继续加快1.1个百分点。新兴产品
继续高速增长，3D打印设备、集成电路
圆片、智能手表同比增长1至5倍，半导

体分立器件、高性能化学纤维、太阳能
工业用超白玻璃、服务机器人等增长
32.9%—81.9%。

新兴产品需求表现良好，订单逆势
增加，体现了新动能的发展韧性和增长
持续性。下半年随着工业互联网、“两
新一重”部署稳步实施，企业转型升级
将加速实施，为“十三五”完美收官、“十
四五”工业发展目标制定打下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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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回归正轨 新兴产业逆势增长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本报乌鲁木齐7月26日电 记
者马呈忠报道：“从今天开始，对天山
区、沙依巴克区等重点地区进行二次
免费核酸检测，同时开展‘查遗补
漏’。”7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张
卫说。

新疆统筹全区优质医疗资源，调

集14家医疗机构17支医疗队伍，采
取院包科的形式，点对点负责各院区
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7月25日0时至24时，乌鲁木齐
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
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截至7月
25日24时，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
135例，无症状感染者147例。

今年是中国土木沙特分公司利雅
得阿哈立交桥项目经理温茂彩在沙特
工作的第13个年头。春节假期，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温茂彩回
国和家人短暂的团聚。为了不耽误工
作，他毅然提前结束休假，抢在沙特中
断国际航班之前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但是，就在温茂彩结束隔离、准
备带领项目部全体员工大干一场的
时候，沙特疫情急转直下，当地政府
随即宣布实施全面宵禁，阿哈立交
桥项目也因此陷入停滞状态。对
此，温茂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
过研究，公司决定“抗疫、生产两手
抓”，于是温茂彩开始不断地与各方
沟通联系，成功为项目部申请到宵
禁期间的出行许可。随后，他和同
事们一起制定了细致严格的防疫措
施，采取轮班制施工、加大人员工作
间距、实行网格化管理等措施；项目
部在3天内完成新驻地租赁，员工住
宿实现“一人一室一卫”；改善员工伙
食，增加蛋白质营养摄入量，确保复

工复产安全有序。
目前，沙特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仍然较为严重，但为配合沙特11月份
主办G20利雅得峰会总体部署，业主
要求阿哈立交桥项目在一个月内完成
剩余绝大部分工程量，以便早日实现
主体通车。温茂彩召集项目部全体成
员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和节
点，并时刻督促项目全体人员做到防
疫、赶工两不误。他和同事们打起十
二分精神，一方面积极联系协调业主、
监理、分包商和供应商，另一方面严格
把控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施工质量，
努力朝着既定目标前进。7月15日，
利雅得市市长视察该项目，对项目的
生产情况表示满意，并要求项目部再
接再厉，尽快完成施工。

如今，温茂彩和同事们仍然战斗
在生产一线，“抗疫情，保生产”的口号
也已悄然变成“‘疫’往无前，决胜30
天”。温茂彩说，他要用实际行动诠释

“勤奋、诚信、坚韧”的“中土精神”，争
取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南非国际关系合作部欧美司前副
总司长格特·格勒布勒日前接受了经济
日报记者的专访。格特认为，美英等国
无权干涉中国涉港事务，美方基于国内
政治考量出台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
损人不利己。希望美国与中国相互尊
重、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
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格特说，过去几年，在国际外部势
力煽动下，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香港法律
漏洞，举行了大量颠覆、分裂和恐怖主
义活动。中国有权对这些暴行采取行
动，根据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及时填
补香港国安立法漏洞。

“西方国家对香港国安法的指控是
虚伪且毫无根据的。”格特表示，香港国
安法不会影响“一国两制”，也不会侵犯
香港居民的权利。相反，该法将为香港

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作出贡献，确保
香港居民恢复正常安宁的生活。该法
颁布实施后，香港社会已初步显示出积
极迹象，相信香港国安法将为中国“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格特强调，美英等国在香港事务上
赤裸裸地奉行双重标准，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暴露出其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
香港从来都不属于英国，英国也无权对
回归后的香港主张任何权利，美英等国
必须接受这一事实。

“非洲与中国历史上都是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格特说，南非等
广大非洲国家充分理解并坚定支持中
国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务上的立场，反对
外界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十分必要。

针对美方日前将所谓“香港自治法
案”签署成法，宣布取消香港所谓“特殊

待遇”，格特认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他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种族主义事件失
当，造成美国国内政治混乱、经济衰退，
致使特朗普政府面临竞选危机。因此，
特朗普政府为转移国内视线，决定在中
国的香港、南海、新疆、华为等议题上发
起一波又一波反华行动，从而以此掩盖
其错误。这一切都是受美国内政治的
推动，他们把抹黑中国当作竞选筹码，
并争相抨击对方“对华软弱”。

格特表示，香港一直以来都是美国
和其他国家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
渠道。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长期保持
下去。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强劲
复苏，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特区市场的巨
大潜力和机遇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
光。格特认为，美国所谓的“制裁”不会

对香港产生实质性影响，无法撼动香港
经贸金融地位，反而将会为自身在中国
的业务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为美国经济
前景带来巨大风险。

格特表示，尽管中国始终以真诚态
度和负责任方式努力保持与美国的关
系与合作意愿，但遗憾的是，美国无意
停止其霸凌行径，仍在加剧紧张关系。
美国当前对中国蓄意挑衅的做法不利
于解决问题，并将严重破坏国际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
挑战，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才是正
道。”格特强调，相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
大国，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
作用，并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带来积极
成果；希望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
向而行、弥合分歧，共同致力于世界和
平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7月24日上午，中
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方决定
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
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
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国际舆论认
为，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措施给中美两
国关系造成严重困扰，中国对美方无理
挑衅做出回应，采取反制措施是正当和
必要的。

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安德烈斯·博尔克斯说，美
国的单边主义措施破坏了中美两国人
民之间理解的桥梁，使两个大国关系遭

遇危机。中国通知美国关闭其驻成都
总领事馆是对美单边措施的反制，符合
外交惯例。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阿中研究
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认为，中
方上述决定是对美国先前挑衅的正当、
必要的反制措施，并非针对普通美国民
众。美国试图通过施压中国达到掩盖
其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的目的，转移美国
民众注意力。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美国采取挑
衅性外交姿态，给中美两国关系造成
严重困扰，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通知美国关闭其驻成都总领事馆
是正常反制措施，符合外交惯例，既体
现了中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则立
场，又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有理有利
有节。

坦桑尼亚时事评论员弗朗西斯·塞
姆温扎说，中方上述决定是针对美国挑
衅做出的正当且必要的回应。中美关
系要重归正常，美方应主动改善与中国
关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着眼
于如何与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共
赢，如何造福于两国人民乃至整个国际
社会。

总部位于苏丹的阿拉伯—中国友

好协会联合会执行主任阿里·优素福
说，中国被迫采取的反制措施是对美方
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符合外交惯
例。此前美方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事馆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希望美方撤销此前有关决
定，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创造必要
条件。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说，美
国更大的战略意图是要围堵中国，阻止
中国继续崛起。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中方虽然很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
恶化，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乌鲁木齐对重点地区

进行二次核酸检测

美单边主义破坏两国关系 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对美反制

南非资深外交家批评美方签署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美国与中国应相向而行合作共赢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利雅得阿哈立交桥项目施工忙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7月25日，在位于陕西西安的中建二局二公司西北分公司职工书屋内，刚入
职的高校毕业生新员工与老员工交流学习。为助力稳就业，该公司积极搭建平
台，与多所高校建立联系，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毛伟良摄（中经视觉）

本报大连7月26日电 记者苏
大鹏 吴佳佳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
高度重视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
置工作，7月24日晚，国家卫生健康
委主任马晓伟带队赶赴大连，与辽宁
省、大连市政府负责同志就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和工作进展交换意见。

马晓伟表示，当前要迅速以核酸检
测为手段扩大预防，在对现有医疗机
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充分挖潜的同时，
用好邻近地市检测资源，加强生物安全

管理和采样检测匹配，保障在规定时间
内出具采样结果，力争在4天内实现核
酸检测全覆盖。大连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26日发布通告，决定即日起在大连
市全面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辽宁省卫健委26日发布消息，7
月25日0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13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大
连市报告12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
归确诊病例），铁岭市报告1例大连市
疫情关联病例。

大连全面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力争在4天内实现全覆盖

本报北京7月26日讯 记者吉蕾
蕾从水利部获悉：26日14时，长江上游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涨至50000立方米
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
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长江2020年
第3号洪水。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
竟平26日在主持会商会时要求，精细
调度三峡水库，统筹考虑长江上游及洞
庭湖来水，实施错峰调度，留足库容准
备迎战还有可能出现的大洪水，并确保
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重要堤防的防洪
安全。

长江形成2020年

第3号洪水

右图 7 月 26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拍摄的三峡枢纽泄洪深孔的泄
洪景象。 王 罡摄（新华社发）

本报上海7月26日电 记者李
治国报道：7月26日，第三届进博会
参展商联盟第一次会议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行，乳业专业委员会和公
共卫生防疫专委会同时宣布成立。今
后，将有更多的专委会成立。

会上，35家展盟成员签订了三年长
期参展合作备忘录，这些企业大多为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着眼于
和进博会长期共同发展，签下“长约”体
现了他们对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目前，第三届进博会公共卫生防
疫专区已有近50家企业报名参展，展
览面积1万多平方米，涵盖公共卫生
防疫领域90%的知名企业，其中世界
500强及龙头企业近40家。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乳业板块企业
参展积极踊跃，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
米。全球乳业排名前八的境外企业有
6家参展，食品展区参展的世界500
强和龙头企业中，与乳业相关的约占
三分之一。

进博会参展商联盟专委会成立
35家成员企业签署长期合作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