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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企业利润增逾三成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7092.1亿元，比上年增长34.3%，比2019年增

长39.8%，两年平均增长18.2%。 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利润较上年增长48.4%， 两年平均增长

31.4%。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

2021年，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种

风险挑战， 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支持工业发展，着力

激发工业企业活力，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业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盈

利能力稳步提升。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数据显示，近八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2021

年，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利润较

上年增长， 占78.0%， 行业增长面较上年扩大

14.6个百分点。 部分行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有

6个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 有18个行业利润实

现两位数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较为突出。2021年，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较上年增长48.4%，两年平均

增长31.4%， 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比重较

2020年、2019年分别提高2.1和4.2个百分点，展

现较强发展活力。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董琦表示， 总体

来看，2021年的工业企业利润高增主要是上游

行业拉动。在保供稳价持续推进背景下，未来企

业利润增速将逐步回落，但利润结构趋于平衡。

业内人士认为， 相关部门出台减税降费政

策、 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及我国

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等多重利

好，助力工业企业利润上行。

企业利润增长有支撑

朱虹表示，2021年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

增长，效益水平稳步提升。 但也要看到，2021年

11月、12月利润增速回落，下游行业尤其是小微

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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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山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新华社太原1月27日电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来到山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

人民、 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美好的新

春祝福，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

福、虎年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月26日至27日， 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书记

林武和省长蓝佛安陪同下， 来到临汾、 晋中等

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位、企业等考察调研，

给基层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

26日下午， 习近平冒雪来到临汾市考察调

研。去年10月，山西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

汛，全省11市受灾。霍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是临

汾市农房受损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习近平专

程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他听取了山西

灾后恢复重建、秋冬补种、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加强防灾减灾和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汇报，

随后来到受灾村民师红兵家中看望。

师红兵家4间窑洞去年因强降雨全部倒塌，

在政府补助和各方援助下重建了2间装配式住

房，目前全家已经入住。 习近平仔细察看院落、

住房。看到师红兵一家正在做年馍，习近平加入

进来，捏了一个枣花，并为面团点上红枣。 欢声

笑语中，一个个年馍制作出来，格外喜庆。

习近平同师红兵一家老小坐下来拉家常，

亲切询问他们重建住房质量好不好、 年货置办

齐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 师红兵告诉总书记，

这房子又结实又暖和， 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过

年了，衷心感谢党和政府。 习近平指出，我一直

牵挂着灾区群众， 今天到山西第一站就来到这

里，是要实地看一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看到村

容村貌干净整洁，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重建

修缮的房屋安全暖和，家家都在忙年，年货备得

也很齐全， 庄稼地里孕育着生机， 我感到很欣

慰。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党和政

府要继续帮助解决。 要统筹灾后恢复重建和乡

村振兴，加强流域综合治理，补齐防灾基础设施

短板，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带领人民群众用

勤劳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用不懈奋斗创造幸福

生活。

离开村子时， 村民们高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给乡亲们拜年，希望大家以生龙活虎、龙

腾虎跃的干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汾西县僧念镇段村，

考察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 加强基层党建等情况。 在便民服务中

心，村干部向习近平介绍了他们开展为民服务、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等做法。在村民蔡文明家中，习近平一一察看厨

房、卧室和羊圈，详细询问家庭收入多少、生活

怎么样。听说一家人2016年底脱贫后，如今靠养

羊、 外出务工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十分高

兴。 他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

党百年来的执着追求，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一代接着一代干。

村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 村民们打起威风

锣鼓、扭起秧歌欢庆佳节。 看到总书记来了，人

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习近平对乡亲们说，我们党

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为人民群

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 我们如期打赢了

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 现在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

化，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习近平27日在晋中市考察调研。当天上午，

他来到平遥古城，自迎薰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

俯瞰全貌，随后乘车来到平遥县署，听取古城历

史沿革、建筑布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情况汇

报。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

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下转A02版）

冬奥村正式开村

这是

1

月

27

日拍摄的北京冬奥村旗帜广场。 当日，北京冬奥会北京、张家口、

延庆三个赛区的冬奥村正式开村。 新华社图文

公募巨头集体出手

大手笔自购旗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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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多“底” 共振

超调带来布局机会

专家：莫为浮云遮望眼

A股长期向好趋势未变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莫为浮云遮望眼”“性价比快速提

升”“长期主义者总是在调整中买入” ……

1月27日，A股市场再现调整， 上证指

数失守3400点关口。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的可能， 需要大

规模缩表” 的表态，比市场预期更“鹰” ，

导致全球市场动荡。

面对短期市场波动， 多位专家27日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海外风险因素对

我国实际影响有限，对市场情绪的影响也

不会持久，支撑A股市场长期向好的因素

并未改变。经过调整的A股吸引力进一步

提升， 对未来A股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充

满信心。

海外因素影响有限

近期A股市场波动， 主要是受到海外

市场调整的影响。 对此，专家指出，美联储

加息、 地缘政治问题等海外风险因素对中

国经济金融的影响较低。

一方面， 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具备很强

韧性。 得益于稳健的国际收支和负债状况、

充裕的政策工具和空间、 独立的货币政策

周期、弹性增强的人民币汇率等，中国经济

金融能够很好应对海外政策环境变化。“近

期地缘政治问题与中国经济更是关系不

大。 部分板块的估值调整，也是正常市场现

象，不会成为整体市场走势的主导因素。 决

定市场运行趋势的是长期经济增长和产业

升级的方向。 ”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说。

另一方面，A股市场的运行向来具有

自身特点。 富国基金总经理陈戈分析，首

先， 美联储加息缩表的预期管理已在近期

的国内外股市中得到反映；其次，美联储后

续的加息缩表节奏仍会受制于美国经济、

就业、通胀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再发生超预

期收紧的可能性其实有限；再者，当前中美

利差仍有一定安全垫， 即使美国市场利率

水平进一步上行， 也不至于造成跨境资金

大规模流出；最后，历史上A股市场走势相

对独立于外围市场的特征也比较明显。

尽管开年以来A股市场持续回调，但

北向资金总体保持净流入， 表明海外资金

继续看好A股中长期表现。博时基金表示，

央行宣布“降息” 等一系列动作，释放出鲜

明的“稳信贷”“稳经济” 的政策信号，表

明当前货币宽松周期将延续， 市场流动性

维持宽松状态。 未来A股市场大概率将维

持震荡走势，仍将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今年市场值得期待

在采访过程中， 多位专家表达了对中

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关

键在于，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虽然近期出现了新的下行压力，但一系

列稳增长举措的出台，正在形成合力，也必

将展现威力，巩固经济良好恢复势头，这将

对资产估值构成坚实支撑。

江向阳表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过

程远远没有结束。 新的、有生命力的产业不

断涌现， 企业盈利能力的根本来源———持

续不断的创新和自我超越将活力四射。 ”

嘉实基金总经理经雷称， 中国经济

正处于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同时注重与需求侧管

理相配合。 （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