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财经要闻

A06

公司纵横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 � � � �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殷 鹏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王 力 美 编：王 力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A�叠 /�新闻 16�版

B�叠 /�信息披露 72�版

本期88版 总第8472期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住建部：

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大额订单纷至沓来

光伏公司锁定上游资源

多项指标释放积极信号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王舒嫄

8月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在即。 业内人士预

期，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8

月主要指标有望回升。 结合多项高频数据、先

行指标看，9月以来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预计

三季度经济增速将较二季度明显回升。 稳增

长政策持续有效发力， 正进一步巩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

需求回暖明显

从一系列经济指标看， 当前需求端回暖

势头比较明显。

一方面，商品需求开始回暖。 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最新公布，8月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为102.3%，较上月回升1.0个百分点，升至2021

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显示商品需求开始回暖，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进入9月

份，传统施工旺季来临，国内商品需求有望进

一步好转，加之政策利好释放，预计市场信心

将恢复，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稳中向好态势基本

确立。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表示。

得益于政策支持，汽车消费需求旺盛。 根

据乘联会统计，8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187.1万

辆，同比增长28.9%。 乘联会认为，汽车下乡加

快推进、车市旺季来临，将拉动新一轮汽车消

费，带来可观增量。

消费同比增速有望回升。 东方金诚首席

宏观分析师王青预计，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速将由7月的2.7%回升至4.2%。

另一方面，投资需求加快释放。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9月以来， 已有山东、江

苏、湖北等地集中签约、开竣工一批重大项目。

王青预计，前8月基建投资增速将升至7.9%，较

前值提高0.5个百分点。 展望四季度，基建投资

增速将进一步加快，全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速有

望接近10%，远超上年0.4%的增长水平。

工业生产保持韧性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保持韧性。 国家统

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8月制造业PMI较上月回升0.4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指数持平于49.8%，说明尽管8

月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但制造业生产并未明

显放缓。 ”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预计，

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由7月的3.8%上

升至3.9%。

进入9月，随着局部疫情及高温天气等不

利因素缓解，工业生产继续恢复。

在四川品重建工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300余名专业工人分散在生产线的各个

环节， 正忙着将一块块钢板变成规格不一的

钢材原件。“8月，我们的生产进度受到一些影

响，接下来要加班加点把累积的订单做完，奋

力冲刺全年目标！ ” 中秋节后上班第一天，四

川品重建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虎向全体

员工发出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号召。

高频数据也显示， 生产端正呈现积极变

化。 上一周，全国主要钢厂螺纹钢产量继续回

升； 沥青装置开工率周度指标升至39.7%，环

比提高1.60个百分点；（下转A02版）

“中俄快线”青岛首航

9

月

14

日，一艘货轮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码头装载集装箱。

当日，“中俄快线”上合示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首航开行仪式在山东港口青岛港举行。 货轮装载着日用品、机械配件、化妆品等物

资，共计

346

个标准箱，预计

4

天后抵达目的地。 随后货物不需滞留，即可通过铁路，去往莫斯科等其他城市。 新华社图文

普惠更有温度 破题转型创新

银行业融入

实体经济“骨子里”

●本报记者 王方圆

“工行、招行、中信银行都为我们办理了无

还本续贷，资金流没有切断，极大程度缓解了我

们的经营压力。 ” 总部位于上海的一家共享办

公平台负责人周杰说，在经历疫情考验后，随着

银行多种纾困措施到位， 他对未来业务发展充

满信心。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银行业聚焦回归本源，专注

主业，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综合实力不

断增强。数据显示，十年来，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普惠型涉农贷款年均增速高于贷款年均增速，银

行业总资产居世界第一位。

脱虚向实 服务实体经济

周杰运营的办公空间位于北京、上海、深圳等

一线城市，主要为小微企业、工作室等提供办公场

所。 疫情多点散发，让他的企业经历了巨大考验。

一些银行近期主推的普惠金融业务和专属贷款产

品让周杰看到了曙光。

周杰的案例仅是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冰

山一角” 。 十年来，银行业脱虚向实，资产结构与

实体经济需求更加契合，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

循环逐步形成。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介绍，过去

十年，银行贷款年均增速为13.1%，与名义GDP增

速基本匹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

款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5.5%和14.9%，高于贷款年

均增速。 人均银行账户约9.5个，普惠金融覆盖范

围和可及性显著提高。

金融活水既要流向实处， 更要着力覆盖更多

人群，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十

年间，借助新兴的互联网技术，银行业服务老百姓

的效率显著提升，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服务成本显

著下降。 比如，办理业务不用排长队，贷款更容易

获取，贷款利率更加低廉，这也有助于老百姓婚丧

嫁娶、上学、旅游等问题的解决。 ” 光大证券银行

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说。（下转A03版）

辽沈儿女以更大担当和作为书写新时代振兴篇章，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辽宁：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新华社记者 曹智 王炳坤

红色的机械臂动作精准、蛇形特种机器人

伸缩自如……走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2万平方米的车间，俨然进入一个

机器人的世界。

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鼓

励员工“在各领域勇于创新、勇攀高峰” 。

这段时间，公司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学习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各车间班组

踊跃开展技术创新比武，越来越多的青年技术

人员积极参与到重点难点技术攻关项目中，争

挑重担。

为了将一批出口海外的移动机器人调试

至最佳状态，34岁的工艺调试工程师陈赏和

同事们放弃中秋假期，一直忙碌着。

“有了金刚钻，咱才敢揽瓷器活。” 陈赏

说，“我们青年科技人员牢记总书记嘱托，既

要紧盯科技前沿，也要苦练本领，用开拓创新

的实绩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实现新时代东北振兴，创新是关键。

9月5日，由辽宁材料实验室、辽宁辽河实

验室、辽宁滨海实验室和辽宁黄海实验室组成

的辽宁实验室正式挂牌。

新成立的辽宁实验室聚焦新材料、智能制

造、洁净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力争在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上突破“卡脖子”难题。

“我们期盼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重点部署。相信实现辽宁

振兴发展必将获得新的动力。 ” 辽宁省科技厅

厅长王力威说。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辽

宁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

培育壮大“新字号” ，正下大力气做好结构调

整的“三篇大文章” ，以只争朝夕的气魄，向着

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

展格局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夜已深，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厂区仍灯

火通明，多种具备国际领先品质的精细化工原

料从这里产出。

这家“织” 出过新中国第一块“的确良”

的老牌石化企业，正在通过延伸“油头” 、

做强“化尾” ，实现技术创新突破。 （下转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