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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 8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人民军医的赤诚守望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记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林火灿
国家统计局 9 月 15 日发布 8 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显示，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实现由负转
正。1 月份至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物
出口同比累计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增速接近转正。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8 月份国民经济
保持了稳定复苏态势，积极变化增多。不过，当
前经济运行出现的变化主要还是恢复性增长，多
数主要指标增速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一些指标累
计增速处于下降区间，因此仍要全力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努力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
1 月份至 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0.4%，增速实现由负转正。8 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比上月
加快 0.8 个百分点。41 个大类行业中，实现增长
的行业超过七成；同时，六成产品实现了增长。
付凌晖认为，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主要
原因在于需求对生产的拉动在提升。一方面，随
着投资稳步回升，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8 月
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其中载货
汽车、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增长都在 30%以上。另
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恢复，消费品工业的带动
作用也在增强。8 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0.8%，降幅较上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改善，下游
行业对于上游行业的带动作用增强。8 月份原材
料行业同比增长 6.6%，增速比上月加快 2 个百
分点。
“这些特点说明，需求对于生产的拉动以及生
产内部循环的改善都是在提升的。”但付凌晖也指
出，目前工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不少行业和企业还比较困难，特别是一些中小企
业经营困难问题比较突出。下一阶段要继续坚持
扩大内需，着力疏通产业链循环，着力稳定产业
链和供应链，促进工业经济稳定恢复。

消费持续恢复

三季度增速有望明显加快
对于后期经济的恢复态势，付凌晖表示，从
三季度情况来看，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服务业生
产都较二季度出现了改善。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 4.8%，8 月份增速加快到 5.6%；服务业生产
指数也在回升。如果 9 月份这种态势能够延续，
三季度经济增速会比二季度明显加快。
付凌晖表示，从后期走势看，需求回升、投
资加快、消费恢复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将逐步

增强。目前 PPI 同比降幅连续 3 个月收窄，说明需
求对于生产的带动作用在改善。
此外，今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 2.5 万亿元，
金融系统全年将向实体经济让利约 1.5 万亿元，这
些助企纾困政策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生产
状况看，企业效益在改善，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9.6%，服务业企业利润降幅
也明显收窄，这些条件有利于经济稳定恢复。
“下半年，确实还面临一些风险因素。”付凌
晖表示，国际方面，世界经济整体上复苏仍比较
艰难，特别是疫情蔓延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疫情输入性压力还比较大，经济的外部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还比较多。国内方面，经济复苏
过程中，一些行业和企业还是比较困难，存在复
苏不平衡的状态。下一阶段，仍要落实好“六
稳”
“六保”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稳定恢复。

□ 林子文

信心足 消费活 经济稳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是 8
月份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尤为
可喜的是，消费保持了稳步复苏势头，释放出更
为强烈的经济企稳信号。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市场
加速恢复和持续提质扩容，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取
得成效，加之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科学合理，为
广大居民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另一方
面，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经济社
会运行加速步入正轨，居民消费意愿也在提升。
此外，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夜间
消费、绿色消费、品牌消费等新增长点持续升

温。自 3 月份以来，全社会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在
持续增加；线上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线下消
费正在快速恢复；旅游景点、电影院等服务消费
也在稳步恢复。
当前，尽管消费稳步复苏，但消费增速总体
仍较低，需求侧复苏步伐依然慢于供给侧。因
此，下一阶段仍要继续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扎实推进“六稳”工作，不断落实“六保”任
务，保持居民就业稳定，促进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同时，不断改善消费环
境，让广大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推动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持续巩固消费稳步复苏势
头，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武汉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救治重症
患者（二月二十六日摄）。
范显海摄（中经视觉）

随着经济恢复，消费整体上也在复苏。付凌
晖表示，目前影响消费复苏有三方面因素：一是
前期居民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为了防控疫
情，各地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三是在疫情影
响下，居民对消费还有担忧情绪。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因素正在逐步减
弱。”付凌晖表示，总的来看，随着经济恢复，居
民就业保持总体稳定，有利于居民收入增加；前
期防控的限流措施放宽，有利于消费增长；居民
外出意愿也在增强，消费持续恢复有了比较好的
基础。
从数据来看，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0.5%，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付凌晖分析说，8 月份消费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在消费总量恢复的同时，结构升级态势在持
续。8 月份，化妆品类、通信器材类、金银珠宝
类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是线上消费较快增长的同时，线下消费也
在恢复。今年前 8 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增长 15.8%；8 月份，餐饮收入下降 7%，降幅
比上个月明显收窄。一些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也
在恢复，从调查情况来看，星级宾馆的住宿营业
额降幅在收窄。
三是在实物商品消费恢复的同时，服务性消
费也在稳步恢复。8 月份，随着电影院限制放

宽，票房收入恢复到接近上年同期的一半。其
中，8 月下旬票房收入增幅接近去年同期的 90%
左右。
“尽管消费增速仍较低，但随着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未来消费恢复值得期待。
”付凌晖说。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入隔离病区，第一时间诊治危重病人……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大会堂里，身 “第一时间”成为挽救生命的“第一要素”。
着礼服的军队受表彰人员格外引人注目。 以最快速度接收最危重的患者，接管最危
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曾是军队支援湖北医
险的病区，成了抗疫一线全体医护人员冲
疗队队员。
锋在前的誓言。
人民至上，生命重于泰山。军队支援
除夕深夜抵达，大年初二开始收治病
湖北医疗队全体队员，在疫情防控最紧迫
人。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进驻金银潭医院
的时刻，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出色完成党
48 小时内接收确诊患者 83 名；海军军医
和人民赋予的任务，铸就了人民军医新时
大学医疗队接手武汉市汉口医院重症监护
代不朽的丰碑。
室；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进驻武昌医院率
先开展病毒核酸检测。
闻令而动
与此同时，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开始
大年三十，
驰援武汉的预先号令下达： 着手整体接管 3 所医院，专门收治重症和
从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 3 支医疗
危重新冠肺炎患者。2 月 4 日，火神山医
队共 450 人，紧急赶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院开始收治第一批患者，开设床位 1000
疫情。是时，
医疗队员们有的还在梦乡，
有
张；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立足现有条件开设
的已经买好了探亲的机票。
临床病区，床位拓展至上千张；紧随其
陆军军医大学的宋彩萍在一家老小担
后，1200 名医护人员进驻湖北省妇幼保
心的目光中走出了家门。临走前，
她从饭桌
健 院 光 谷 院 区 ， 原 床 位 数 扩 展 至 800
上拿了一个鸡翅塞进嘴里，算是吃了团
余张。
圆饭。
实践证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及时
“我和爸妈说了要去武汉，
他们支持。
” 快速开设的 3 所专科医院，对最大限度挽
“我是党员，让我去。”
“我有抗击非典的经
救人民群众生命，
起到了关键作用。
验 ，让 我 去 。”与 此 同 时 ，请 战 书 也 随 之
共克时艰
而来。
“没有一个人退缩……”
海军军医大学
在最艰难的时刻，人民军医与武汉人
医疗队政委陈宏伟抵达武汉后，还在努力
民同在。
说服那些没有入选的医护人员，要求他们
火神山医院收治的首批患者中，有 24
原地待命，
准备作为第二梯队投入战斗。
名分在赵玉英当主任的感染八科一病区。
在西安咸阳机场，空军军医大学医疗
64 岁的患者郑阿姨不到一个小时接连尿
队集结了呼吸、感染控制和重症医学等多
了 6 次；90 岁的患者尹奶奶，既不会说普
个科室的骨干力量，队员均具有防控治疗
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不吃药也不喝水吃
传染性疾病经验。
饭；56 岁的患者钟阿姨半年前做了脑胶质
毛青、张西京、李文放、宋立强、陈静、
瘤手术，
智力和表达能力下降，
一吃药就呕
李琦、曹国强……一个个知名专家的名字，
吐，
连水都咽不下去……
都在第一批出征的名单上。
“陪伴就是一味非常管用的药方。”赵
除夕之夜，由 3 所军医大学抽组的精
玉英建起了微信群，24 小时在线，凌晨三
锐医疗力量全部抵达武汉，并连夜清点医
四点还在回答着群里的各种提问，每天发
疗物资，
展开协调对接，
进行人员岗前强化
上 300 条微信是常态。
培训。
在火神山医院的重症病房，护士长陈
一批批军队医护人员还在不断集结。 静在为患者清理口腔痰瘀时，患者突然猛
2 月 2 日、13 日、17 日，大中型军用运输机
烈咳嗽，痰液喷到了陈静的防护面具上。
从沈阳、兰州、广州、南京、乌鲁木齐、西宁、
陈静没说话，
镇静地把污物清理干净。
天津、张家口、成都、重庆等地呼啸起飞，
梯
“患者最怕的事，
是没有人在乎他。
”
陈
次降落武汉天河机场。
静经常这样告诫护士们。她和她带来的护
截至 2 月 17 日，抵达武汉的军队支援
士们，
每天都在病房里传递着温情。
湖北医疗队人数已达 4000 余人，来自陆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54 岁
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
的护士长楚立云有求必应。
“楚护士长的声
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位，
岁数
音好听！我最不愿意喝中药汤，可每一次
最大的即将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年龄最小
楚护士长给我喝，我就不觉得那么苦了。”
的出生于 1999 年 7 月。
96 岁的胡奶奶说。
很多患者都有一个心愿：待到樱花灿
敢打硬仗
烂时，一定要去机场和车站送别生死相依
这是一场遭遇战。狭路相逢，已经没
的军医。
有时间做战前动员。
当武汉逐渐恢复了烟火气息，军队支
“也不需要动员，
从穿上军装那一天就
援湖北医疗队作为最后一批撤离的医疗
已经准备好了。
”
来自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
队，于 4 月 16 日清晨悄然完成了最后的回
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李琦说。
撤。很多队员，甚至没能吃上一碗地道的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后，把
热干面，
没有看一眼武汉的樱花。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文/新华社记者 黎 云 贾启龙
位。第一时间批量接收患者，第一时间进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显示——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率超 92%

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中国人民银行 9 月 15 日发布了 《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 增刊——有序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改革。增刊中的数据显示，存量浮动利率贷款
定价基准转换已于今年 8 月末顺利完成，转换率
超过 92%。
增刊中提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
进，但长期以来存在利率“双轨”问题，推动利
率“两轨合一轨”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要
求。中国人民银行以推动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并
轨为重点，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宣布启动改革完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疏通货币
政策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利率。
改革后的 LPR 由各报价行按照对最优质客户
执行的贷款利率，于每月 20 日 （遇节假日顺延）
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
率） 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LPR 的报价行由原有
10 家扩大至 18 家，并在原有 1 年期一个期限品种
基础上增加了 5 年期以上期限品种。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 LPR 运用情况纳入宏
观审慎评估 （MPA） 考核，推动银行将 LPR 嵌入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 （FTP） 中，并于 2020 年 3 月

擦亮人民军医的金字招牌

份至 8 月份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存量浮
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在推进 LPR 改革过程
中，中国人民银行协调推进相关措施，加强存款
利率自律管理，推动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积极参
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形成了深化利率市场化改
革的合力。
“经过一年来持续推进，LPR 改革取得了重要
成效。
”央行在增刊中称，一是 LPR 充分体现了市
场化特征。LPR 报价逐步下行，发挥了方向性和
指导性作用。二是 LPR 已经成为银行贷款利率的
定价基准。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
LPR 作为基准定价。三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向贷
款利率传导的效率明显增强。贷款利率隐性下限
被完全打破，银行内部定价和传导机制的市场化
程度显著提高。四是以改革的办法促进降低贷款
利率成效显著。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银行对
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金融结构进一
步优化。五是 LPR 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金
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手段不断丰富。六是促进存
款利率市场化，推动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也开始
逐步并轨。

总体看，中国的 LPR 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效，
主要有以下几条经验：一是抓住主要矛盾。厘清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和思路，牢牢抓住贷款利
率这个关键点实现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二是设
计科学方案。立足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体系为主
的基本国情，从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入手推动
改革，增强 LPR 对贷款利率的方向性和指导性，
带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并进一步推动存款利率市
场化。三是明确改革进度。对银行运用 LPR 定价
提出既清晰明确又切合实际的时间表，及时推动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有效引导和管
理市场预期，避免改革久拖不决形成僵持局面。
四是坚持统筹兼顾。既通过改革破解利率传导中
的体制机制障碍，又实现降低贷款利率的现实目
标，还促进优化金融结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 LPR 改革，推
动实现利率“两轨合一轨”，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
传导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形成新发展格局。

从 1 月 24 日深夜驰援到 4 月 16 日悄然
回撤，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疫情面前誓死
不退，顽强拼搏 84 天，用兵之勇武、医之仁
心，
全力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以实际行动，
向
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战
“疫”
答卷。
如果说疫情是一块试金石，那这场突
如其来的灾难，全面检验了人民军队卫勤
系统的应急应战能力和改革重塑最新成
果，
擦亮的是人民军医这块金字招牌。
实践证明，军队医务工作者具有忠于
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在首批抵达武
汉 的 450 名 队 员 中 ，共 产 党 员 比 例 达 到
60％以上。身穿军装的共产党员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带领医护工作
者，冲锋在防控第一线，成为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坚力量。专家党员突击
队、
“ 张华传人”党员突击队、插管党员突
击队……危难时刻，一个个党员突击队带
头冲锋，
成为大疫防控中的
“压舱石”
。
实践证明，军队医务工作者具有一流
的专业技能、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里，有一大批感控、呼吸、重
症和护理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他们有的
长期工作在专业领域，有的多次参与国际
医学救援，还有的具有赴非洲抗击埃博拉
病毒的丰富经验。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精
心组织、严密防控、科学诊治，不仅大大降
低了病亡率，还继抗击“非典”之后，再次
实现了
“零感染”
。
实践证明，军队医务工作者具有遂行
急难险重任务的过硬作风。从接到预先号
令到登机出发，只有短短 10 个小时；从抵
达武汉到接收首批患者，只有不到 48 小
时……时间就是生命的时候，军队医务工
作者闻令即动、敢打硬仗、攻坚克难。部队
组织回撤时，军队医务工作者打扫房间过
道，被褥铺平叠好，连垃圾袋都换上新的，
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
制胜机理。
居功不傲，
功成身退。也许经历过这场
灾难的人们不会记住每个医疗队员的名字，
但一定能够记得他们共同的名字：人民
军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