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1%

今年工业经济运行有望持续向好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516.1亿元，比上年增长4.1%，主要工业板块利润均实现正增长。 分析人士预计，2021年工业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全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有望获得两位数增长。

企业利润逐季回升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月份加快4.6个百分点，继2020年5月份实现月度增速由负转正后，连续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认为，2020年12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大超预期，原因是工业增加值同比继续维持高位、PPI同比大幅上行、2019年同期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基数较低。

分季度看，2020年工业企业利润呈现“由负转正、逐季加快”的走势。 受疫情严重冲击影响，一季度利润同比大幅下降36.7%，二季度增长4.8%，三季度增速回升至15.9%，四季度进一步加速至20.8%。

“2020年，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稳定恢复，企业盈利实现了快速企稳、持续向好。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0.8%。 生产和销售稳定恢复，为利润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财政部同日公布，2020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利润总额达上年同期95.5%，也表明经济运行回稳向好趋势不断巩固。

向好态势有望持续

“同时也要看到，工业企业仍面临着应收账款较快增长、库存增加和现金流压力较大等问题。 ”朱虹表示，2021年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畅通经济循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实现“十四五”发展良好开局。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工业经济有望持续向好。 2021年结构性政策将重点发力，解决当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具体问题。

郑后成表示，在全球需求修复、实体经济主动补库存的背景下，2021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幅有望维持在较高水平。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预计2021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有支撑，再考虑到2020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总体处于低位，从同比的角度看较为乐观。 从月度走势看，预计2021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度同比呈“前高后低”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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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比” 回落折射生猪养殖产业痛点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春节临近，河南从事生猪养殖的散户和企

业乐开了花。 “最近我们这一带（生）猪出栏

利润基本都在1000元以上。” 河南安阳一位猪

农潘小鹏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主要是因为

猪价又涨了。 ”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无论是

养殖户还是养殖企业， 其对产能恢复背景下

猪价长期回落的预期不变， 当前生猪产业矛

盾已经从供给不足转向产业能否持续稳健经

营。 专家认为，在“猪粮比” 回落背景下，养殖

企业可积极运用生猪期货工具锁定养殖利

润、降低养殖成本。

养殖企业存顾虑

2021年元旦过后，生猪价格超预期上涨。

潘小鹏给中国证券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

市场生猪报价在35元/公斤， 一头毛重110公

斤的存栏猪，除去2900元/头的猪仔及饲料采

购成本，利润在1000元/头左右，自繁自养的

利润更高，能达到1500元/头以上。 ”

据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李晶介绍，2018

年8月非洲猪瘟冲击生猪养殖产业；2019年10

月市场供应开始短缺，养殖利润上升，生猪自

繁自养头均盈利一度达到2000元以上；2020

年下半年随着猪价下滑养殖利润走低，但最低

也在700元以上。

眼下生猪养殖仍在高利润阶段，但潘小鹏

却顾虑重重：“饲料价格一直在涨， 猪价已经

涨不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生猪价

格再度攀至高位后，波动加剧也难以避免。 ”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四河镇的养殖大户

王有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在2017年下半

年猪价持续下跌中，王有强一度陷入旧债叠新

债的困境。“当年镇上一起养猪的十几个小伙

伴，早就被市场洗牌出局。 ”王有强说，自己则

在政府支持下挺了过来。（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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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大力打击非法金融及“无照驾驶”

加强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监管 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程竹

中国银保监会1月27日消息，2021年中国

银保监会工作会议26日召开。 会议强调，2021

年要加大对非法金融及“无照驾驶” 打击力

度。 切实加强对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监管。推

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和保险营销体制

转型变革。

会议指出，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银保监会系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推进改

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力维护经

济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努力实现银行保

险监管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会议强调，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

支持。 全力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 积极探索促

进科技创新的各种金融服务。持续促进扩大内

需。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

托。加强外贸领域综合金融服务。 稳步推进银

行业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整体效能。保持对

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

的金融支持，持续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款、

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 加强民生领域金融支

持。推动发展养老、健康、责任、巨灾等保险。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要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宏观

杠杆率基本稳定。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继

续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动高风险机构处

置。完善重大案件风险和重大风险事件处置机

制。 加大对非法金融以及“无照驾驶”打击力

度。 积极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要大力规范整治重点业务。持续整治影子

银行，对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的新形式新变种

露头就打。对理财存量资产处置不力的机构加

大监管力度。 深入整治保险市场乱象。 大力整

治名实不符金融产品。会同有关部门深化债券

市场改革。

要切实加强对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监管。

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 对同类业务、

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与互

联网平台合作开展金融活动的监管。坚决遏制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

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

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改革优化银行保险机构体系。支持中小银行多

渠道补充资本金，继续推动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补充资本，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

控工具和技术。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推

进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和兼并重组。规范发展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 巩固车险改革，持续深化意

外险和健康险改革，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

改革和保险营销体制转型变革。

要持续提升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水平。落

实股东承诺制。 加强股东穿透审查，依法规范

大股东行为，持续清理违法违规股东，建立重

大违法违规股东常态化公开披露机制。加强关

联交易监管制度建设和系统建设。提升董事监

事履职能力，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运行规则。 大

力倡导合规文化建设。

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提高严格执法能力，

对重大风险和重大案件，做到执法必严、过罚相

当。 提高全流程监管能力，强化事前预警和早期

介入，强化事中干预，完善事后风险处置机制。

提高协同监管能力和科技运用能力。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516.1亿元，比

上年增长4.1%，主要工业板块利润均实现正增长。

分析人士预计，2021年工业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全

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有望获得两位数增长。

企业利润逐季回升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月份加快

4.6个百分点，继2020年5月份实现月度增速由负

转正后，连续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认为，2020年12

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大超预期，原因

是工业增加值同比继续维持高位、PPI同比大幅

上行、2019年同期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基数

较低。

分季度看，2020年工业企业利润呈现“由负

转正、逐季加快” 的走势。 受疫情严重冲击影响，

一季度利润同比大幅下降36.7%， 二季度增长

4.8%，三季度增速回升至15.9%，四季度进一步

加速至20.8%。

“2020年，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稳定恢

复，企业盈利实现了快速企稳、持续向好。 ” 国家

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2020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0.8%。生产和销售稳定恢复，为利润增长

提供了有力支撑。

财政部同日公布，2020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

入同比增长2.1%，利润总额达上年同期95.5%，也表明

经济运行回稳向好趋势不断巩固。

向好态势有望持续

“同时也要看到， 工业企业仍面临着应收账款较

快增长、库存增加和现金流压力较大等问题。 ”朱虹表

示，2021年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畅通经济循

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

政策“时度效” ，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实

现“十四五” 发展良好开局。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 工业经济有

望持续向好。2021年结构性政策将重点发力，解决当前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具体问题。

郑后成表示，在全球需求修复、实体经济主动补库存

的背景下，2021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幅有望维持在

较高水平。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持续推进减税

降费” ，预计2021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有支撑，再

考虑到2020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总体处于低位，

从同比的角度看较为乐观。从月度走势看，预计2021年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度同比呈“前高后低”的走势。

七天回购利率冲上

3%

资金面节前料迎“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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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1%

今年工业经济运行有望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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