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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商业人气回升

早上 7 点多，上海南京路步
行街上，“老字号”新雅粤菜馆开
始了新一天的营业。

“我们恢复堂食的第一天，
10 个包房订出去了 8 个。”新雅
粤菜馆餐饮总监蔡梦芸说，在做
好疫情防控基础上，目前可供堂
食的桌位仅是平时的 60%左右，
但人气回归还是让企业充满信
心。

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因疫
情等因素“冷清”的街区正在热
闹起来。“目前我们的客流已经
恢复至正常水平的六成左右。”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总经理助
理蓝轶告诉记者，近期商场陆续
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预计将进
一步拉动客流回升。

文旅“大礼包”、消费券“全
家 桶 ”、新 能 源 汽 车“ 以 旧 换
新”……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疫
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多地纷
纷创新形式，出台一揽子举措，

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加快线上
线下消费有机融合。

在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下，
多地线下商业人气回升。“6月以
来，江汉路日均客流量连续多日
超越去年同期。”武汉市江汉路步
行街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芳
说，烟火气旺起来，让很多商户感
慨“忙得开心，累得踏实”。

新业态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琳琅满目的儿童潮玩、可乘
坐旋转木马的儿童游乐园……
在占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的
Hamleys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
店，集儿童游乐、儿童零售于一
身的综合儿童购物休闲区，为顾
客带来全新的沉浸式消费体验。

“为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近两年我们积极引入各类沉浸
式、社交型新消费业态，并通过
打造文化 IP，吸引更多年轻消费
者前来体验打卡。”蓝轶说。

王府井地区管委会主任宋

叙介绍，王府井商业街区还大力
发展“首店经济”，不断适应新的
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已成功引
入各类首店、旗舰店共 21家，涵
盖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多个
业态场景。街区还积极打造线
上消费平台，激发“云购物”活
力。

“随着线上购物的兴起，人
们的消费习惯和场景也发生了
变化。”中百集团武汉市中心百
货大楼总经理柳钢介绍，通过改
造升级和业态结构优化，商场将
零售商家数量调整至 30%，体验
交互业态商家增加至 70%，整体
客流较改造前提升了20%。

除了业态紧跟潮流，物联
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的应用，也正在为更多步行街
嵌入“智慧”内核。

在江汉路步行街区综合服
务中心客流大数据平台，当日客
流量、客源分布、用户画像等信
息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服务
中心人员介绍，通过分析数据，

可以指导步行街商户有针对性
地组织营销活动，提升客流高峰
期的转化效果，实现更精准的业
态调整和服务管理。

打造城市消费新名片

紧挨江汉关博物馆的原湖
北盐业大楼，变身成为江汉路一
号艺术中心，脱口秀等节目正在
火热上演；永利银行旧址引进国
际高端艺术酒店，成为颇具人气
的网红打卡地……漫步江汉路
街头，历史建筑承载的文化内涵
正与新业态相融共生，焕发出新
的时代风采。

“为凸显江汉路历史文化特
征和武汉地域文化特色，我们对
建筑风貌、街道景观、夜景照明
等采取‘一楼一方案’。”叶芳介
绍，在历史建筑的改造上，江汉
路遵循“以旧复旧”原则，将商业
改造和历史文脉挖掘有机结合。

在西安，以秦腔文化为特色，
集秦腔演艺、老字号美食、国潮新

零售为一体的易俗社文化街区成
为年轻人的“朋友圈新宠”。西安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余亚军介
绍，西安6月启动的第三届“长安
夜·我的夜”夜游嘉年华活动，为
市民推荐14条夜游线路和20个
夜间特色文旅消费空间，已形成
独具特色的夜间旅游文化品牌。

在宋叙看来，步行街不仅是

重要消费载体，更是彰显城市文
化的名片。“未来我们将依托国话
先锋剧场、王府井书店等历史文
化资源，进一步对步行街改造提
升，增强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将
王府井步行街打造为城市消费的
新名片、文化交流的新窗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

示，要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继续推动步行街高
质量发展，统筹开展智慧商圈、
智慧商店示范创建，加快建设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城市消
费。（记者王雨萧、熊琦、周蕊、
李亚楠）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步行街作为城市消费的重要载体，对释放消费潜力、提升供给质量、扩大国内需求有着
重要作用。记者近日前往多地调研发现，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步行街客流
量逐渐回升。步行街业态模式的升级发展，也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力量。

人气回暖 业态升级
——从步行街看消费新力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
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2022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739 万吨（2948 亿斤），比上年增加 143.4 万吨
（28.7 亿斤），增长 1%。其中，小麦产量 13576 万吨
（2715 亿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格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克服冬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多
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现增产丰收。”国家
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2022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 千公顷（39795 万亩），
比上年增加 92.1 千公顷（138.2 万亩），增长0.3%，连
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全国夏粮单产5555.6
公斤/公顷（370.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4.9公斤/公
顷（2.3公斤/亩），增长0.6%，其中小麦单产5912.3公
斤/公顷（394.2公斤/亩），增加43公斤/公顷（2.9公斤/
亩），增长0.7%。

2022年

全国夏粮总产量
比上年增长1%

·数说中国·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记者 戴小河）记者
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512.2亿件，同比增长3.7%；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4982.2亿元，同比增长2.9%。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邮政行业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543.1 亿元，同比增长 6.5%；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 6808.5 亿元，同比增长 6.0%。6月
份，全行业业务收入完成 1225.3 亿元，同比增长
9.3%；业务总量完成1295.5亿元，同比增长8.5%。

上半年，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61.3亿件，同比下
降5.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442.3亿件，同比增长
5.7%；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8.6亿件，同比下
降21.4%。

上半年

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7%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
能源局 14 日发布 1 至 6 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全
社会用电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用电量 5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第二
产业用电量 274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第三
产业用电量 69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 61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4.7%，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
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
第 三 产 业 用 电 量 135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7.7%。

上半年

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2.9%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企事业单位新增贷
款占比超八成

13.68 万亿元贷款投向了哪
里？分析上半年数据不难看出，
投向企业的占了大头。数据显
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人民币贷
款增加 11.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
多增 3.03 万亿元。在上半年新
增贷款中，企事业单位新增占比
超八成。

在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的车间内，制造电池测试设备
的流水线忙碌不停。

“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
提升，公司的电池测试设备供不
应求、订单激增。但疫情之下，
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增长，流动
资金压力陡然增大。”公司副总
经理李绪芹告诉记者，好在中信
银行及时提供了 1000 万元授信
额度，帮企业顺利备货，满足了
客户供货需求。

上半年，为流动资金犯愁的
小微企业不在少数，金融机构对
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
加强。

“企业部门贷款持续增长，
是信贷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今年以来，金融加大对受疫
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提振市场主
体信心，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

数据显示，6月末，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3.8%，比各
项贷款增速高 12.6 个百分点；普
惠小微授信户数为5239万户，同
比增长36.8%。

除了贷得到，企业还盼望成
本低。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
长阮健弘介绍，上半年，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不断释放，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6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为
4.16%，比上年同期低 34 个基
点。

引导信贷投向稳经
济的重点领域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运用各
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贷款投放
力度，聚焦制造业、科技创新、绿
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在国内工业自动化行业深耕多
年。“我们产业链上下游分布着
不少中小企业，传统结算方式占
用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需要更
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优化现金
流、稳定供应链。”该公司财经管
理部负责人毛飞波告诉记者，在
农行主动对接下，6月末已有 24
家供应商依托该企业的信用获
得低成本融资，融资总规模在
5000万元左右。

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人士介
绍，今年以来，在金融政策引导
下，5 月末该行制造业贷款余额
达 2.09 万亿元，其中支持重点产
业链融资余额超7500亿元。

6 月末，我国投向制造业的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29.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8.5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创设科
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
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新
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提
供的激励资金比例由 1%提高到
2%，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落地
见效……

专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箱不断丰富和完善，持续激
励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引导
资金向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
技创新等领域精准倾斜，有助于
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

信贷支持仍将保持
较强力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向好，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加快落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均加大实施力度，国民
经济呈现恢复势头。

“多亏建行的续贷政策帮公
司渡过难关。随着疫情缓和，企
业已全面恢复生产，我们的 3D
打印材料正加快向下游市场流
通。”广州飞胜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负责人谷文亮说。就在不
久前，他还在为企业受疫情影响
经营停滞、80万元贷款临近到期
等问题焦虑。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
澜认为，上半年信贷投放明显增
加，企业融资总体较好。尽管居
民贷款受疫情影响同比少增，但
6月以来也呈现了恢复态势。未
来随着疫情形势总体受控，预计
宏观经济会保持稳步复苏，企业
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有望逐步
修复改善，信贷支持将保持较强
的力度。

诚然，疫情等不利影响尚未

完全消除，一些行业企业的融资
难题仍待进一步破解。不过，一
系列金融举措陆续落地将为市
场主体增添信心。

下半年，新创设的三项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在7月迎来首次
申请发放，进一步激励金融机构
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性开发性银
行落实好新增 8000 亿元信贷规
模和设立3000亿元金融工具，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央行加快向中
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助力稳住
经济大盘、稳就业保民生……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
正常的货币政策，为应对超预期
的新挑战、新变化留下了充足的
政策空间和工具储备。”邹澜说，
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加大稳健货
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快落实已
确定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货
币金融环境，形成政策合力，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信贷投放明显增加 金融助力稳经济
——2022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信贷篇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13.68 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量，比上年同期多增 9192 亿元。最新出炉的金融数据
显示，上半年各项贷款平稳增加，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稳定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信贷资金正不断流向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图为 5 月 31 日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一家智能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工人在产品装配
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发

2022 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68 万亿元 新华社发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将收获的
小麦装车（2022 年 5 月 26 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4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带来的冲击，
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力以赴稳就业保就业，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1至 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59%，与时序进度基本一致。

从各地情况看，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务完成快于时序进度，但受局部
疫情影响，3个省份进度偏慢。

从城镇调查失业率走势看，近两个月就业形势
逐渐好转。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5%，处于较低水平。4 月份受疫情影响走高至
6.1%，5 月份回落至 5.9%，6 月份进一步回落。分
年龄看，25 至 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低于整体失业
水平，但16至 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

上半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