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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国家统计局披露

8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多个指标
增速出现年内的首次转正。比
如，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累计增速、1至8月货物出口累
计增速3个指标实现年内首次转
正，1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
速也接近转正。

服务性消费也逐步恢复

“8月份国民经济克服了疫
情和汛情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稳
定复苏的态势，总体来看，积极
变化在累积增多。”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从各方较为关注的消费来
看，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71亿元， 同比增长0.5%，增
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在实物商
品消费恢复的同时，服务性消费
也在稳步恢复。

从消费来看，8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
增长0.5%， 增速年内首次由负
转正。在实物商品消费恢复的同
时，服务性消费也在稳步恢复。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8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
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其中
就业主体人群25至59岁人口调
查失业率为4.8%，比7月份下降0.2
个百分点。物价方面，8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涨
幅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总
体上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科学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和物价
总体稳定，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
增强，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
付凌晖说，在国内外环境复杂严
峻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非常不容易。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15日发布针对超百名经济学
者所做的“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
研”显示，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
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68，比上季
度调查上升了51个点， 为2018

年二季度以来的新高。

未来数月仍将延续恢复势头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
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当前经济主要还是恢复性
增长， 多数指标增速低于上年
同期水平，一些指标的累计增
速仍处于下降区间。” 付凌晖
说，国际疫情仍在蔓延，主要
经济体经济陷入衰退，外部不
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国内长
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
突出，经济恢复过程中不平衡
态势比较明显 ，保就业 、稳企
业的压力依然比较大。

付凌晖介绍，今年的城镇调
查失业率等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特别是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874万人，前期疫情影响导致大
学生找工作时间仓促。8月份，20
至2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人员调查失业率比上年同期高
5.4个百分点。 要推动经济持续
复苏，着力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
业扶持。

未来几个月，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仍将延续恢复势头。

“从三季度前两个月情况
看，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服务业
生产，都比二季度改善。如果9月
份能够延续这种态势的话，总的
看三季度当季增速会比二季度
加快。”付凌晖分析，从后期走势
看，需求回升、投资加快、消费恢
复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在逐
步增强。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李钢认为，多个指标转
正显示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正逐
步走出疫情影响，预测四季度经
济形势会继续向好。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以深化改革激发新活力， 以科
技创新催生新动能， 以扩大开
放打造新优势， 狠抓政策落地
见效，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努力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据新华社

今年弹性供地模式
已为湘企减负17亿

本报9月15日讯 记者今日
从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获悉，通
过推行周转用地、标准地、弹性
供地等措施， 我省开发区节约
集约用地模式成果显著， 其中
弹性供地举措今年已为企业减
负17亿元。

省自然资源厅对全省各开
发园区近年来实际用地需求量、
批而未供等情况进行分析测算，
根据《开发园区周转用地管理办
法（试行）》， 分大于70公顷、
30-70公顷、 小于30公顷三档，
分别按照100公顷、50公顷、20公
顷的上限规模，预安排新增建设
用地周转指标，同时给予开发园
区规划审批、土地供应等方面的
支持。

明确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
新区探索开展“标准地+承诺制”
试点工作，省级园区可根据具体
情况开展试点，加快项目开工建
设。“标准地”即工业用地供应前
先由政府购买服务， 完成规划、
节地、经济、能耗、环境等控制性
标准，具备项目动工开发所必需
的“净地”条件，实现由“项目等
地”到“地等项目”的转变，企业
拿地后可以开工建设。

实施弹性年期出让、 先租
后让、 租让结合的工业用地弹
性供应制度， 提高工业用地集
约节约水平， 企业项目落地开
工建设时间缩短， 用地成本大
幅下降。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
省工业用地弹性出让 251宗 、
12380亩， 出让价款15.1亿，为
企业减负17亿元。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郭宏

本报9月15日讯 9月14
日晚， 上交所公布科创板上市
委2020年第74次审议会议结
果， 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长远锂科）首发上
市。从5月6日递交上市申请获
得受理， 长远锂科用时4个多
月顺利通过了此次“大考”。很
快， 科创板湘股阵容将再添一
名干将。

拟募资27亿元扩大产能

长远锂科成立于2002年，
注册地位于长沙市高新区，是
一家从事三元正极材料相关
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三
元正极材料主要用于锂电池
的制造，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储能设备及电子产品等领
域有广泛应用。自2011年进入
三元正极材料领域，长远锂科
目前已经成功进入了宁德时
代、比亚迪、亿纬锂能、欣旺达
等主流锂电池生产企业的供
应商体系。

近年来， 受益于新能源汽
车的旺盛需求， 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对更高续航里程的需求，
三元正极材料的市场规模迎来
爆发性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
2016-2019�年，长远锂科稳居国
内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前两名，
其中2016年、2018�年位列第一。

招股书显示 ，2017年至
2019年，长远锂科营业收入分
别约为16.86亿元、26.39亿元、
27.66亿元， 净利润分别约为
1.79亿元、1.81亿元、2.06亿元。
受下游市场逐步集中的影响，
公司客户集中度颇高， 其中宁
德时代是最大的客户。

不过， 由于受疫情和新能
源汽车补贴退坡政策双重叠加

影响，2020年上半年国内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市场需求显著
下滑， 长远锂科业绩受到较大
冲击。根据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6.6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56.91%， 净利润1566.57�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7.87%。

此次科创板IPO， 长远锂
科拟募集资金27.18亿元，其中
19.18亿元用于车用锂电池正
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8亿元用
于补充营运资金。

将成五矿旗下第3只湘股

股东背景方面， 央企中国
五矿通过五矿股份、 长沙矿冶
院、 宁波创元合计间接持有长
远锂科57.2%的股权， 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五
矿旗下已有中国中冶、 五矿
资源、五矿地产、五矿资本、
五矿稀土、五矿发展、中钨高
新 、 株冶集团等8家上市公
司。 长远锂科顺利完成发行
上市后， 将成为中国五矿旗
下第9家上市公司。

从注册地来看，五矿资本、
株冶集团均为湘股， 此次过会
的长远锂科， 则将成为中国五
矿旗下的第3只湘股。

目前，湖南已有威胜信息、
南新制药、 金博股份、 松井股
份、圣湘生物5家企业成功登陆
科创板。同时，欧科亿在今年8
月下旬顺利过会， 加上此次过
会的长远锂科， 今年科创板湘
企阵容至少还将增加两名成
员。另有铁建重工、爱威科技、
兴嘉生物、华纳药厂、华锐工具
等5家处于“在审”状态。

■记者 潘显璇

日前，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
网信办联合开展的“金融知识普
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
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 活动
拉开帷幕。

活动期间， 阳光人寿在官
网、“我家阳光”APP、“全能宝”
APP、“智慧宝”APP的首页设置
了宣传专区，点击进入即可阅读
保险金融知识短文和非法集资
风险防范提示内容。为增强活动
的互动性，“我家阳光”APP开设
了保险金融知识网上有奖问答
专区，客户完成知识问答后即获

得“阳光币”奖励，后续可用于礼
品、 服务的兑换。“阳光人寿”微
信公众号推送保险金融知识短
文和非法集资风险防范提示消
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多途径
普及保险金融常识，提升保险消
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本次“金融知识普及月”活
动将持续至9月30日， 广大消费
者可登录阳光保险官方网站
（www.sinosig.com）、关注“阳
光人寿”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
“我家阳光”APP了解更多资讯，
参与“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经济信息

三大经济指标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国家统计局：8月经济出现不少积极变化，预计四季度会继续向好

阳光人寿积极开展
2020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长远锂科顺利通过科创板IPO“大考”
将成为中国五矿第9家上市公司

9月15日，国外友
人在了解大米加工设
备。当天，第十一届湖
南省农业机械、矿山机
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
会（“湘博会”）在娄底
启幕。 本届博览会以

“创新助发展·交流促
合作”为主题，吸引了
近700家企业参展。

吴永华 摄

“湘博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