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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news] 
【财经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工信部：1-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1.3% 

 工信部：二季度以来有色金属行业生产经营逐步恢复 效益降幅收窄 

【国都策略视点】 

 科技创新与跨周期宏观调控，实现中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中央政治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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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场 

[table_yesar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综指 3286.82  -0.23  

沪深300 4656.15  -0.49  

深圳成指 13466.85  -0.67  

中小板综指 12570.64  -0.33  

恒生 24710.59  -0.69  

国企 10097.08  -0.86  

恒生AH溢 133.26  0.03  

标普500 3246.22  -0.38  

NASDAQ 10587.81  0.43  

MSCI新兴市场 1082.06  -0.42  
 

[tabl_aindustr 昨日 A 股行业 

排名 行业名称 
成交量 

(百万) 
涨跌% 

1 休闲服务 382.13  2.57  

2 建筑材料 1563.28  1.71  

3 电气设备 4622.21  1.52  

4 医药生物 7595.58  0.69  

5 农林牧渔 3200.69  0.55  

 

[tableGlobal]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商品 收盘 涨跌% 

纽约原油 40.33  -2.40  

纽约期金 1947.40  -0.87  

伦敦期铜 6455.50  -0.32  

伦敦期铝 1724.50  -0.17  

波罗的海干散货 1348.0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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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ent] 
【财经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新华网】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明显增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深刻认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会议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

本保证。必须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新发展理

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

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

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

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

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

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我国经济韧性是强

劲的，中国人民是拥有伟大创造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

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

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

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

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会议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健全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强化医疗卫生物资储备，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疫情影响，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要

着眼长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

项目实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要全力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继续扩大开放。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促进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做好民生保障，做好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强化外出农民工就业服务，引导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要加大脱贫

攻坚力度，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施一批长江、黄河生

态保护重大工程，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要抓好应急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要有力组织防汛救灾，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汛，



oXzVbYlVpXnNtP9PaObRtRqQsQmMiNpPsNiNpMoP6MoPsOvPtQqNvPnQ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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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7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随着统筹防疫和发展政策显效发力，我国经济景气持续恢复，企业运营状况不断改善。7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继续保持

平稳运行，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1%，比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54.2%

和 54.1%，略低于上月 0.2 和 0.1 个百分点。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五个月在临界点以上 

7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1%，延续上月稳中有升的走势，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7 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较上月增

加 3 个，景气范围有所扩大。本月主要特点： 

一是生产普遍回升。生产指数为 54.0%，略高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从行业情况看，除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以外，其他

20 个行业的生产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其中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等制造业疫情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为满足生产需要，企

业加大采购力度，本月采购量指数回升明显，为 52.4%，高于上月 0.6 个百分点。 

二是需求逐步回暖。新订单指数为 51.7%，高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回升。从行业情况看，造纸印刷、电气机械

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在临界点以上连续上升，行业复苏动能继续增强。 

三是进出口状况继续改善。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放松隔离封锁措施恢复经济活动，以及我国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

施落地生效，制造业进出口有所回暖，本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8.4%和 49.1%，高于上月 5.8 和 2.1 个百分点。 

四是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升至近期高点。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8.1%和 52.2%，与上月相比

一升一降。受下游行业需求回暖影响，上游产品价格涨幅明显，石油加工、钢铁、有色等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均高于

63.0%，出厂价格指数均高于 58.0%。 

五是企业预期进一步好转。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7.8%，高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企业对近期行业恢复态势保持乐观。

从行业情况看，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医药、电气机械器材等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高于 60.0%，且上述行业劳动力需

求环比有所增加，从业人员指数均位于 51.0%以上。 

调查结果还显示，本月小型企业 PMI 为 48.6%，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

数分别为 49.8%和 46.8%，小型企业供需两端继续承压。此外，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企业反映，洪涝灾害导致物流

运输不畅，出现厂房、设备、存货浸水等问题，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7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2%，比上月小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服务业保持复苏态势。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1%，比上月小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从行业情况看，邮

政快递、住宿、餐饮、电信、证券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上月，业务总量有所增加。本月居民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商务活

动指数结束连续 5 个月的收缩走势，分别升至 51.1%和 51.9%，高于上月 1.9 和 6.1 个百分点，表明在近期各地一系列促消费政策

作用下，前期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加快复苏。 

建筑业高位回升。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建筑业工程量保持较快增长，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5%，高于上月 0.7 个百分点，

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2.5%，高于上月 3.2 个百分点。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和 66.3%，分别连续 4 个月保持在 55.0%和 65.0%以上。 

三、综合 PMI 产出指数平稳运行 

7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1%，略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总体保持恢复性增长势头。构成综

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4.0%和 54.2%，环比一升一降。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工信部：1-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1.3% 

【中国证券网】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7 月 31 日消息，工信部公布 2020 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1-6 月，规模以上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6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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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1.7%。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2.4%，其中智能

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26.1%。1-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0%，利润同比增长 41.3%。 

具体如下： 

一、总体情况 

1-6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9 个百分点。6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增速同比增长 2.2 个百分点。 

1-6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0%，较去年同期下降 2.4 个百分点。6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7.5%，比去年同期加快 16.3 个百分点。 

1-6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7.1%（去年同期为下降 7.9%）。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4.44%，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4.4%，6 月末，全行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2.7%。 

1-6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9%。6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0%，降幅比上月

扩大 0.1 个百分点。 

1-6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4%，同比加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4.7%。 

二、主要分行业情况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 

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1.7%。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2.4%，其中智能

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26.1%。 

1-6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0%，利润同比增长 41.3%。 

（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6 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6.3%。主要产品中，电子元件产量同比

增长 51.1%。 

1-6 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0%，利润同比增长 27.3%。 

（三）电子器件制造业 

6 月，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5.8%。主要产品中，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 11.1%。 

1-6 月，电子器件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8%，利润同比增长 25.8%。 

（四）计算机制造业 

6 月，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6%。主要产品中，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0.3%；

其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5.6%，平板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4.7%。 

1-6 月，计算机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9%，利润同比增长 3.9%。 

 工信部：二季度以来有色金属行业生产经营逐步恢复 效益降幅收窄 

【中国证券网】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7 月 31 日消息，工信部公布 2020 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情况。 

2020 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积极应对疫情不利影响，着力推动复工复产，二季度以来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效益降幅收窄，

行业信心有所提振。 

一是生产平稳增长，行业信心有所恢复。1－6 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2928 万吨，同比增长 2.9%，增幅同比回落 1.4 个百分

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6%，高于工业行业平均值 1.9 个百分点。据有色协会统计，二季度企业信心指数为 49.1，较一季度回

升 4.3 个点，其中新订单量、生产量、原材料采购量等分项指数均超过临界点 50，较一季度有较大改善。 

二是投资降幅收窄，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6 月，有色行业投资同比下降 8.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2.9 个百分点，

其中矿山、冶炼及压延加工投资分别同比下降 2.5%、9.6%，较一季度分别收窄 8.3 个、2 个百分点。1－5 月，有色金属贸易总额

5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5%，其中进口额 459.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7%，出口额 12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3%。 

三是价格阶段性回升，效益降幅有所收窄。1－6 月，铜、铝、铅、锌现货均价分别为 44673 元/吨、13237 元/吨、14385 元/

吨、16925 元/吨，同比下跌 7.4%、4.2%、14.8%、22.6%，4 月以来价格持续回暖，7 月上旬铜、铝现货均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

平。1－6 月，有色行业实现利润 500.8 亿元，同比下降 25.4%，尤其是 6 月利润 166.5 亿元，同比增长 18.3%，拉动上半年效益

降幅较 1－5 月收窄 11.6 个百分点，其中，矿山、冶炼、加工行业 1－6 月利润 130 亿元、176.4 亿元、194.4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13.4%、37.1%、19.2%，降幅较 1－5 月收窄 1.8 个、16.2 个、13.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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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策略视点】 

 科技创新与跨周期宏观调控，实现中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中央政治局会议简评 

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简报内容核心关注点及透露的信号，简析如下： 

1、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研判之一：后疫情下的经济恢复较为合意，预示近期逆周期政策边际收敛。 

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三大

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相较于欧美二季度经济双位数以上的大幅下滑并创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最差增速，国内经济恢复可谓一枝独秀；同时，疫情

冲击下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的结构转型显著加快。 

中央对当前经济恢复增速的合意认可，意味着近期加码刺激经济稳增长的逆周期政策边际收敛，这一点自 5 月起货币政策量

价操作持续按兵不动已得到印证。 

2、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研判之二：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以科技创新、跨周期宏观调控实现长期均衡

发展。 

1）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虽然中央对二季度经济恢复较为合意，但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研判仍十

分谨慎。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

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

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上三点研判：一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主要系美国当局为首的逆全球

化势头上升，尤其此轮疫情暴发更加剧逆全球化；同时美国当局对我国通信、数字科技的围堵与制裁，全球科技供应链贸易链面

临较大脱钩风险，而在三季度美国大选白热化窗口期，中美关系或面临较大的考验与不稳定性；此外，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恶

化，尤其以美国疫情持续高位、欧洲疫情近期二次反复的冲击为首下，下半年外需存在萎缩压力。以上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

国际政治格局、全球经济贸易形势均面临较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面对以上外部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国内中长期问题，中央提出以持久战的角度认识与看待，意味着应对与解决过程较

为长期；同时，提出了两大重要应对举措。 

2）应对举措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面对逆全球化压力及外需不稳

定不确定的形势下，要立足于国内产业链完整与制造加工业齐备的基础，发挥国内大市场潜能优势，深化推进供给侧改革，突破

核心技术与供应链瓶颈，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转部分外贸为内贸；同时扩大开放，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应对举措二：以科技创新、跨周期宏观调控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会议提出，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

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面对国内中长期问题（如宏观杠杆率偏高、社会融资以银

行信贷的间接融资为主、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持续依靠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为主驱动增长、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等），提出应对举措包括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治局首次公开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整体性推进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实现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更多依靠科技创新，而非简单重复过去依靠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才能摆脱加杠杆、低效益发展模式，转

变为高质量高效益的新发展模式。同时，跨周期宏观调节，也意味着未来宏观政策将更多兼顾中长期问题的解决，着力于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与结构性瓶颈，破除体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主，进而最终实现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统筹均衡解决，也预

示逆周期宏观政策适度灵活、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扩大，包括会议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推进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等；而非仅仅着重于短期的逆周期总量对冲，强刺激容易引发后遗症与风险。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峰值反复，海外市场震荡、国内经济再度下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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