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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4 个月主要经济指标亮点多

内需韧性凸显 高质量发展大势未变

专家预计， 消费

最差阶段或已过去，

未来企稳回升可期。

图为在北京市大兴区

一家潮流零售店内的

购物场景。

本报记者 彭婷婷 文/图

尽管今年 4 月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高质

量发展大势未变，尤其是内需韧性

凸显。 国家统计局 5 月 16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4 月，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

长 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同

比下降 0.2%，但网上零售额继续保

持增长。

受访专家表示，往后看，扩内

需仍是稳增长的重中之重。 在资金

和项目的支撑下，二季度基建投资

增速继续回升可期；消费最差阶段

或已过去，未来企稳回升可期。

投资稳增长作用增强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政策，大力

推动重大制造业投资项目开工建

设，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企业发展信心足，制造业投资

增长仍有支撑。

具体来看， 今年 1 至 4 月，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153544 亿元，同比增长 6.8%。 分领

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5% ， 制 造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2.2%，快于全部投资增长。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2%，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分别增长 25.9%、13.2%。 高技

术制造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投资分别增长 30.8%、29.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透露，

根据有关信息， 在目前上海市的

9000 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已

复工企业占比近 50%。5月以来，前

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货运物流持

续恢复，全国发电量等实物量指标

也在改善。

各地基建项目后续储备也较

充足。 据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截

至今年 4 月初， 已披露 2022 年重

大项目建设计划的 24 个省（区、

市），年度投资规模达 12.7 万亿元，

可比口径较 2021 年增长 11%。 从

11个省（区、市）披露的具体投向来

看， 投向基建项目的比重为 47%，

高于去年。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专

项债发行和使用加快，可用于基础

设施投资的财政资金较为充足。

未来投资表现将如何？ 财信研

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对中国商报记

者分析，“预计转型升级需求和留

抵退税将对制造业投资形成向上

支撑，但需求趋弱和成本上涨或制

约投资高度。 疫情短期内仍将扰动

基建项目开工施工进程，但在资金

和项目的支撑下，二季度基建投资

增速继续回升可期。 ”

消费最差阶段或已过去

从消费表现来看，市场销售减

少，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和网上零

售持续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 1 至 4

月， 全国网上零售额 38692 亿元，

同比增长 3.3%。 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 32887 亿元， 增长 5.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8%。 从业态看，自助式消费和社

区店零售保持增长。 今年 1 至 4

月，限额以上超市、仓储会员店商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6%和

8.5%，与社区消费密切相关的食杂

店、 便利店零售额分别增长 2.4%、

6.8%。

但是，今年 4 月消费受疫情短

期冲击明显。 数据显示，4 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29483 亿元，同比

下降 11.1%， 环比下降 0.69%。 其

中，商品零售 26874 亿元，同比下

降 9.7%；餐饮收入 2609 亿元，同比

下降 22.7%。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

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对记者分析，当

前消费主要受三方面因素拖累：一

是消费场景受限。 今年 4 月以来，

受疫情影响，线下接触型的服务型

消费受到较大抑制，最为典型的是

餐饮收入下降 22.7%。 二是消费意

愿低迷。 不少家庭和企业的储蓄和

积累被不断消耗， 抗冲击能力下

降，且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弱，储蓄

意愿上升。 三是消费能力有一定削

弱。4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走高，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进而拖

累居民消费。

付凌晖表示，从近两年来的经

验看， 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正

常生活秩序得到恢复，被压抑的消

费需求会得到较快释放。 受益于信

息技术发展，一些传统接触型消费

加快向线上转移，居民消费升级态

势仍会持续， 有利于支持消费增

长。

“往后看，预计消费最差阶段

或已过去，未来企稳回升可期。 ”伍

超明对记者表示，“国内疫情逐渐

好转、促消费政策显效和经济缓慢

修复将共同支撑消费触底回升。 ”

政策加力打开内需空间

受疫情影响，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为突

出， 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对

于释放内需潜力而言也将更具挑

战性。 王静文对记者表示，一是居

民加杠杆意愿下降，房地产市场走

弱； 二是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弱，从

而导致储蓄意愿上升，消费意愿下

降。 伍超明也认为，疫情冲击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就业收入，

推高了储蓄需求，对消费产生的滞

后间接冲击将制约消费回升力度。

对此，王静文建议，从投资角

度看，一是应通过支持刚性需求和

改善性需求， 鼓励居民加杠杆；二

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适度

超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从消费角

度看，一是应加大纾困力度，稳住

更多市场主体， 保住就业岗位，稳

就业；二是可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

式，带动居民消费；三是要注重疫

情防控的精准性，尽快修复消费场

景。

今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国

内需求， 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

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4 月 25

日，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

见》，通过 5 方面 20 项举措拉动消

费。

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出台举措

进一步扩大内需。 消费方面，福建

发放 4 亿元商旅消费券，重庆补贴

汽车“以旧换新”， 云南拟减免 73

个旅游景区的门票； 投资方面，逐

渐走出疫情影响的吉林省累计开

复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2088 个，

武汉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重大基础

设施和生态环境项目 54 个、 总投

资 321.2 亿元……各地一系列“对

症药”“组合拳”迅速实施，投资稳

增长作用继续发挥，消费有望逐步

恢复。

“疫情扰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

平稳运行趋势，也不会改变我国经

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

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将会

加快恢复，实现企稳回升。 ”付凌晖

说。

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东路坐落

着新四军纪念馆。 1941 年，新四军

军部在盐城重建。 纪念馆广场的纪

念碑正上方镶嵌着蓝色“N4A”，背

后镌刻着“盐城会师记”，它们和纪

念馆中的老照片、望远镜、粗布鞋

袜一起，见证着那段过往。

有 128 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

村镇和 248 处红色遗址遗存的盐

城大地， 而今红绿在此交相辉映，

革命老区向海而生， 迸发绿色希

望。

每年 4 月，盐城迎来“添丁进

口”的时节。4月 22 日 13时 45分，

盐城迎来 2022 年的第一只丹顶鹤

宝宝。第二天，“二宝”出生。“5月和

6月，还将陆续迎来新生小鹤。 ”江

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鸟类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卫华说。

而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

地盗捕鸟类尤其是丹顶鹤的行为

还较为猖獗。 这引发地方政府关

注，下决心设立保护区。 当地人起

初不理解，一些人认为保护区面积

太大，影响发展。 面对质疑，盐城坚

持将沿海湿地“留白”，进行保护。

盐城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

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

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

线上的关键区域，大量鸟类依赖于

此，它们在这里换羽、越冬、觅食、

繁衍……

2019年， 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成为我国第 54 处世界遗

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

空白。 盐城将如何兑现在世界遗产

大会上的承诺？

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海堤

外侧是一望无际的滩涂。 海潮上涨

时，这里是茫茫的海面，海潮退下

时，“留下”贝类等在海滩上。 各种

鸟儿在上空盘旋，时而俯冲下来觅

食。 响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

负责人说，由于食物丰富，且没有

人为干扰，当地青脚鹬种群数量明

显增加。

2021 年，盐城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 写入该市党代会报告，

明确提出要“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切实强化山水林田湖草协同

治理”。 位于盐城市东台市条子泥

湿地的 720 亩高潮位候鸟栖息地，

是盐城落实这一理念、开展生态修

复的代表。

为在涨潮时给水鸟提供栖息

觅食的场所，东台沿海经济区向江

苏省沿海开发集团租下 720 亩鱼

塘，将水抽干，作为鸻鹬类鸟的高

潮位栖息地。 条子泥湿地的工作人

员说，“720高地”建成后，来这里栖

息的鸟类新增 22种，达 410种。 此

外，东台沿海经济区还租下该集团

400多亩鱼塘， 作为燕鸥类鸟的繁

殖地。

“鸟儿会用‘翅膀投票’。 这几

年， 条子泥鱼虾贝类越来越丰富、

环境也不断变好， 我们镜头里的

‘小家伙们’才越来越多。 ”当地生

态摄影师李东明说。

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

任王卫国表示，保护好世界自然遗

产地，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当好世

界自然遗产的“守门人”。 他说：“我

们相信，环境好了，来停栖的鸟类

会越来越多。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紧邻条子泥湿地的弶港镇，有

不少小渔村，村民们祖祖辈辈以捕

鱼为生。 随着申遗和生态修复推

进，村民积极响应政府“退渔还湿”

号召，退出围垦鱼塘，建立巡护队。

如今，大批候鸟群聚湿地，小渔村

也火了起来。 兴办渔家乐、民宿、旅

游度假区等让“枕海而眠”的弶港

镇巴斗村成为生态文化村。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红色老区

盐城正将原本“丑滩薄水”的盐碱

地“绿色变现”，在绿色转型、绿色

崛起之路上越走越宽。 （邱冰清）

守护长三角的“绿心”

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4 月，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38142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0.2%。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 124880 亿

元， 同比增长 0.4%；

餐饮收入 13262 亿

元， 同比下降 5.1%。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

较快增长， 限额以上

单位饮料类、 粮油食

品类、 中西药品类商

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0.4%、9.5%、8.8%。

数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是战略性系统大工程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意见》正式印发，从六个方面

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重点任务。 统一大市场是

指建设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 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要

素、资源、商品、服务等市场高

水平统一， 市场的监管公平统

一的大市场。 包括全国统一的

碳排放权市场、能源市场、技术

交易市场、数据要素市场、资本

市场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迫

在眉睫。 当前国内市场规模已

位居世界前列， 商品市场规模

优势明显，资本、技术、数据等

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但仍

存在着制度规则不统一、 要素

资源流动不畅等问题， 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

挥。唯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才能打通内循环， 清理妨碍依

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等，

为我国经济重返增长路径清除

“路障”。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市

场， 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

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改

革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

形成大工厂和大市场的协同效

应， 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

发展、 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的必然选择。 建立全国统

一的大市场， 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 立破并举， 既要让规则先

行，又要防止市场干预，从更大

范围、 更深程度上助力新时代

市场化改革取得更大进展。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战

略性系统工程。 应聚焦要素和

资源的分配和流通层面， 在保

持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的同

时，建成自由公平、更加高效也

更高质量的全国统一的大市

场。打通制约经济循环关键“堵

点”， 不断增强中国市场优势，

有效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和市场

资源，更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

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

强大支撑。

在坚持产权保护、 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四统

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

时， 必须处理好大市场与强市

场的关系； 统一大市场与更好

畅通双循环的关系； 统一性与

区域性的关系。 要完善依法平

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

制度体系；严格落实“全国一张

清单”管理模式；坚持对各类市

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从

而彰显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

尊重。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

是建“自我封闭”的统一市场，

而是一项战略性系统大工程。

一定要胸怀“两个大局”，利用

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 通过建立健全区域合

作机制， 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

步伐。 进一步激发和培育国内

市场的潜力， 为我国以自身的

最大的确定性来抵御外部不确

定性提供有力支撑。

总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

志性意义。 在当下外部环境日

趋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应对外

部不确定性挑战， 推动经济更

高质量发展， 必须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 着力畅通国内

国际供需循环， 更好拓展市场

空间。 （胡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