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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
报告。数据显示，7 月份，随着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恢复，工业生产总体稳定，企业经营
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平稳增长。7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6.4%，比2019年同期增长39.2%，两年平均
增长18.0%，比6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

六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
示，7月份，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5
个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为盈，占
61.0%，其中 18 个行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及以
上增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31个行业实现
利润增长。“六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超七成
行业盈利规模超过疫情前水平。”朱虹说。

分行业看，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
增速有所加快。7 月份，采矿业、原材料制
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03倍、50.9%，对工
业利润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油气开采、石
油加工、煤炭、化工行业利润同比增速均比
6月份有所加快。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快速增长。7 月
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7.9%，拉
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 6.2 个百分点。其

中，医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10倍，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7.8%。

消费品制造业盈利持续恢复。7 月份，消
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8.6%，延续稳定恢
复态势。其中，化纤行业利润同比增长3.71倍，
家具、纺织、酒饮料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41.9%、13.0%、11.2%，继续保持恢复势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芯片供应紧张、部分企业进入设
备检修期等供给端短期冲击下，7 月全国规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有所下滑，但从两
年平均增速看，7 月工业企业利润两年平均
增长 18.0%，较 6 月份快 2.3 个百分点，反映
出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扎
实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旺盛。

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企业经营状况在持续好转。数据显示，
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49239.5亿元，同比增长 57.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44.6%，两年平均增长20.2%。

资金使用效率继续提升，经营状况有所
改善。7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
货周转天数同比减少2.1天，应收账款平均回
收期同比减少 4.8 天；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3%，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比 6 月末下
降0.2个百分点。

单位费用保持下降，盈利能力同比提
高。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费用同比减少 0.41元；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94%，同比提高
0.1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成效
持续显现，工业企业单位费用保持同比下降趋
势，有利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朱虹说。

苏剑分析，进入下半年以来，工业企业
的营收和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回落，但仍保持
平稳增长趋势。一方面，经济复苏周期放缓
以及疫情散点式爆发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
业需求不足，带动原材料行业增速回落；另
一方面，受国内洪涝汛情影响，采矿业产出

下降，对出口和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影
响。此外，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及利润均保持
较高的增速，表明下游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仍然较强。

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朱虹表示，总体来看，7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工业企
业效益改善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苏剑预计，本轮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
可能将持续到 2022 年上半年。“一方面，受
疫情影响，国际经济复苏缓慢，随着后期各
国出行限制进一步放开，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有望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目前市场预期
部分主要发达经济体将于2022年开始逐渐缩
减购债规模，收紧市场流动性，届时将对大
宗商品涨价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苏剑认为，应在保证货币政策稳定性的
前提下，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
准滴灌”对企业进行金融支持，缓解企业成
本压力。同时，要有效引导和稳定市场预
期，遏止投机行为，抑制大宗商品涨价势头。

“下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强化科技创
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推动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朱虹说。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4%——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近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月牙湖乡沙漠蜜瓜迎
来丰收。月牙湖乡地
处毛乌素沙漠与黄河
交接处，优质沙土地
与黄河水资源给当地
蜜瓜种植带来得天独
厚的条件。近年来，
当地引进企业发展沙
漠蜜瓜种植产业，目
前已建成蜜瓜种植基
地 2200 亩，年产蜜瓜
8700 多吨，产品远销
浙江、湖南、四川等
地。图为8月28日，月
牙湖乡穹顶（宁夏）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蜜瓜
种植基地，工人在分
拣、包装蜜瓜。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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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者
孔德晨） 日前，国务院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
源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并于
日前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有关情况。

“全面及时准确掌握国土利用
状况和资源家底，对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和有
效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务
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广华在会上介绍，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三调”）历时 3
年，全国有 21.9 万调查人员参与，
经过“国家内业预判、地方实地调
查、国家内业核查、地方实地举
证、国家‘互联网+’在线核查和
实地核查”等多轮次上下互动，汇
集了 2.95 亿个调查图斑，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全面查
清了我国陆地国土利用现状等情
况，建立了覆盖国家、省、地、县
四级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主要数据如下：2019年末，我国
耕地 12786.19 万公顷（191792.79 万
亩）、园地 2017.16 万公顷（30257.33
万 亩 ）、林 地 28412.59 万 公 顷

（426188.82 万亩）、草地 26453.01 万
公顷（396795.21万亩）、湿地2346.93

万公顷（35203.99 万亩）、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3530.64 万公顷（52959.53
万亩）、交通运输用地 955.31 万公
顷（14329.61 万亩）、水域及水利设
施 用 地 3628.79 万 公 顷（54431.78
万亩）。

其中，湿地是“三调”新增的
一级地类，包括7个二级地类。王
广华介绍，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
要，考虑到湿地的生态功能与林
地、草地、水域等有很大不同，

“三调”将“湿地”调整为与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并
列的一级地类。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留华介
绍，10 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

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
水面等地类合计净增加了 2.6 亿
亩，可以看出生态建设上取得的积
极成效。“同时，‘三调’成果也反
映出，10年间，全国有2.29亿亩耕
地流向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
面、湖泊水面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
类，而又有2.17亿亩上述地类流向
耕地，说明当前我国国土利用和生
态建设格局在局部地区还不稳定。
一些地方还暴露出生态建设的盲目
性、生态布局不合理的现象。”

朱留华表示，下一步将在“三
调”形成的数据库基础上，科学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安排生态
建设布局，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
划并严格实施；对不符合自然地
理格局的土地利用方式，按照“宜
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
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的
原 则 ， 逐 步 进 行 调 整 ； 在 “ 三
调”形成的统一底图上，科学安排
并带位置下达新的生态退耕、国
土绿化任务。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发布——

2019年末我国耕地超19亿亩

本报电（记者刘志强） 记者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交通
运输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呈现
出趋于平稳、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
运行态势。7 月份，完成营业性货运
量 44.5 亿 吨 ，比 2020 年 同 期 增 长
7.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0.9%，两
年平均增长5.3%。

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极端天

气和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叠加影
响，7 月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运行
有所放缓，但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货运量、港口
货物吞吐量仍保持较快增长。

交通投资仍处高位。7 月，完
成交通投资3179亿元，比2020年同
期下降 8.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6.5%，两年平均增长8%。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汪
文正）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将
于 9 月 1 日起施行。目前，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按照契税法和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规定，完成了地方
授权事项工作，明确了契税具体适用
税率、减免优惠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
纳税人所在地的具体范围。

两部税法均对地方授权事项作
出规定。

契税法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 3%—5%的范围内确定具体
适用税率，可以对不同主体、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移

确定差别税率。据了解，对于契税
适用税率，目前有 27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确定为3%；湖南省确定
为 4%；河北、辽宁、河南 3个省确
定了 3%和 4%两档税率，其中河北
和辽宁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河南
对住房权属转移适用3%税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规定，纳税人
所在地在市区，县城、镇和不在上述
区域的，分别适用 7%、5%和 1%的税
率。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
地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确定。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已陆续发布通知，明确
纳税人所在地的具体范围。

契税法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将施行

营业性货运量7月同比增7.8%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刘诗
平）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今
年前 7 月，我国完成水利投资 1131
亿元、完成率47.6%，项目开工1万
多个、开工率 87.4%，重大水利工
程已审批立项17项、报送可研审查
意见34项。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表示，各
地克服疫情、暴雨洪涝灾害、计划
下达偏晚等不利影响，年度投资计
划执行工作总体进展良好。

魏山忠说，抓好年度水利投资
计划执行工作，是推动新阶段水
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

水利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快
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和工程建设进
度。同时，要加快实施防汛抗旱
水利提升工程，争取尽早发挥效
益；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确
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水利工作，确保工程
建设顺利推进。

按水利部要求，各地要坚决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执行目标任务。紧
盯年度目标，全力加快投资计划执
行进度；紧盯前期工作，全力抓好
重大水利工程开工；紧盯建设任
务，全力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前7月我国完成水利投资1131亿元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今天从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信保在短期出口信
用保险项下支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2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7%；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障我国国际运输物流运费约 1.7
亿美元，同比增长256.2%；向服务贸易企业支付赔款达144.9
万美元，有力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中国信保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信保出台了多项服务贸
易支持政策，风险保障范围覆盖国际运输物流、工程承包、
船舶维修等传统服务贸易，以及游戏动漫、数字广告、电信
等新兴领域，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比如，
在过去，银行需要逐笔查询相关外贸企业“承保情况通知
书”，以确认企业的出口应收账款是否已进行保险申报。如
今，银行通过区块链服务平台就可以在线快速核验单证，从
而大幅提高交易真实性核验的效率和质量。

该负责人表示，作为业务规模全球领先出口信用保险机
构，中国信保将积极满足服务贸易的多样化需求，更好发挥
政策性作用，进一步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承保模式，加大对服
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为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更多
机遇和更广阔空间。

前7月中国信保为服贸
企业理赔144.9万美元
前7月中国信保为服贸
企业理赔144.9万美元

近年来，河北省
河间市投入资金对
电线电缆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目前全市
拥有专业线缆生产
厂家 160 多家，规模
以上企业56家，年产
值达 200 多亿元。图
为河间市一家电线
电缆生产企业的工
人在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目前，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纺织工业园引进纺织企业 40 余家，销售收
入 20 亿元，实现产业集聚抱团发展，促进该镇经济提质增效。图为 8 月 28 日，该
园区一企业纺纱女工正在生产线上忙碌。该企业主要生产棉纱、医用纱布手术巾
等产品。 陈 玉摄 （人民视觉）

为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高供电可靠性，南方电网贵州印江供电局对
辖区变电站加强巡视检查，密切关注负荷变化，及时消除设备隐患。入暑以来，已巡视
辖区变电站15座，保障34个村镇，113242人正常用电，切实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幸福
感。图为8月30日，运维人员对变电站控制回路进行检查。 李 军摄 （人民视觉）

要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