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7月份 PMI释放的经济信号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7月 31日发布数据，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49%，比上月下降 1.2个百分点；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
数分别为 53.8%和 52.5%，连续两个月位
于扩张区间。 国家统计局专家解读认
为， 总体上看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恢复基础尚需稳固。

“7 月份，受传统生产淡季、市场需
求释放不足、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
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降至 49%。 ”国家
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

庆河说。
赵庆河表示，7 月份制造业部分行

业保持恢复态势。 调查的 21个行业中，
有 10个行业 PMI位于扩张区间， 其中
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
专用设备、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等行业 PMI高于 52%，连续两个月保
持扩张，产需持续恢复。

价格指数明显回落， 企业成本压
力下降。 7 月份，受石油、煤炭、铁矿石

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

响，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
价格指数分别比上月下降 11.6 和 6.2
个百分点。

从企业调查来看，7 月份，反映原
材料成本高的企业比重较上月下降

7.9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下降。 随着
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疏通， 物流成本也
有所回落， 反映物流成本高的企业比
重较上月下降 5.1 个百分点 ， 连续 3
个月下降。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位于

扩张区间。 赵庆河分析，近期我国经济
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企业
生产经营持续承压，市场预期受到一定
影响，7 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2%，虽比上月下降 3.2 个百分点，但仍
位于扩张区间。

“在市场供需有所收缩的情况下，
当前就业仍保持相对稳定，7 月份从业
人员指数为 48.6%，较上月仅下降 0.1个
百分点，高于上半年指数均值。 ”中国物
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就业形势稳

定， 不仅有利于后市经济稳定回升，也
较好兜住民生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 新动能保持上升
势头，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7 月份，装
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2%和 51.5%，虽较上月下降
1 和 1.3 个百分点，但都保持在 51%以
上的扩张区间。 分项指数显示装备制
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供需增速都保

持在相对较好水平， 表明新动能增速
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上升势头，产业
结构继续优化。

不过，7 月份制造业供需在 6 月份
快速释放后有所回落，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分别为 49.8%和 48.5%，比上月下
降 3个和 1.9个百分点， 均位于收缩区
间。 赵庆河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反映市
场需求不足的企业占比连续 4 个月上
升，本月超过五成，市场需求不足是当
前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制造业
发展恢复基础尚需稳固。

统计数据显示，非制造业连续两
个月恢复性增长。 其中，服务业延续

恢复态势，7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2.8%，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调
查的 21 个行业中， 有 16 个行业商务
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其中航空运
输、住宿、餐饮等行业高于 60%，前期
受抑制的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相关行
业业务量继续较快恢复。

从服务业市场预期看，7月份，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 58.8%， 继续位于较高
景气区间，调查的全部行业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均连续两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服务业企业信心普遍回升。

建筑业扩张加快。 7 月份，建筑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9.2%， 高于上月 2.6
个百分点，建筑业生产活动有所加快。
从行业情况看， 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
活动指数、 新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
数分别为 58.1%、51.8%和 51.9%，比上
月上升 0.2、1.6 和 1 个百分点， 表明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市场需求
有所回升，企业用工继续增加，行业有
望保持平稳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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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级级公公立立综综合合医医院院
周周口口市市第第六六人人民民医医院院

特特色色科科室室：：精精神神科科、、康康复复医医学学科科、、全全科科医医疗疗科科、、内内科科、、外外科科、、妇妇产产科科、、妇妇
女女保保健健科科、、儿儿科科、、预预防防保保健健科科、、急急诊诊医医学学科科、、麻麻醉醉科科、、医医学学检检验验科科、、医医
学学影影像像科科、、中中医医科科、、中中西西医医结结合合科科 咨咨询询电电话话：：00339944--77886655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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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口市诚信驾驶员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证
书编号：411692000002174，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郭平安购买的周口诚德华府

22 号楼 1 单元 401 室房款收据 （第
二联） 丢失， 编号：0005537 （金额：
200000 元 ）， 编号 ：0005401 （金额 ：
50000 元），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 位 孝 民 （ 身 份 证 号 ：

412726195810266234）残疾军人证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周口市中心医院刘惠萍不慎

将 护 士 执 业 证 丢 失 ， 编 号 ：

200841098919，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周口吉原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不慎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丢

失，证号：411623808949，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鹿邑县王皮溜镇闫枣园行
政村闫枣园自然村闫高杰 (身份证
号 ：412725197209111912) 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 ，证书编号 ：
NO.D4116280195092，声明作废 。

2022 年 8 月 2 日
●刘诺格不慎将医师执业证丢

失，编号：110410000095860，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周口市鑫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65A8挂（黄色）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1620103568，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
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
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推
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
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
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
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
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
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
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历史新时期，我
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
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
力， 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
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
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特别是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在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 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
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
兴衰成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
险取得的宝贵成果。 得到这个成果极
不容易，必须倍加珍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
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
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
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 照搬外国模式、
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
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
远眺前行的路， 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

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
准。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
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于
中国人民共同奋斗， 扎根于中华大地，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
的。 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领导人民不
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
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 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
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
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
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必须
深刻认识到，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必然要承

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
严峻挑战。但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
题上都要一以贯之， 决不因各种杂音
噪音而改弦更张。实践告诉我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
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引领时代发展的
康庄大道，这条路能走得通、走得远！
新征程上， 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
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
点上、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
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 脚踏中华大
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
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
强大的前进定力。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日电）

姓 名 身份证号

高国华 412727198212198059
展天祥 412727197804050010
夏华东 412702198010153154

王勇光 412722198608028118
祁迎辉 412722198601144917
尹艳军 412727198406283112
陶 磊 412728198502150578

耿保磊 412728198311210515
张卫民 412724197709122515
姜喜中 412724198410174411
朱占领 412702198709121092
蒋永胜 412724198002100632
王庆华 412727197007192550
尚超亚 412723199310209099
赵梦伟 412723199609081616

万建委 412724197207183713
蒋 东 412702198002167433
苑中喜 412723198110069111
李玉杰 412724198811155115
陈水州 412723197702042954
魏常中 412702197401011474
张伟洋 41272419760603001X
刘文峰 412721198701065056

张宝华 412722197908247318
刘 彪 41272519921106865X
王长山 412724198104104431
田建永 412727198012150413
李二锋 412723197308291231
孔春云 412723196403170038
陈燕涛 412722198012084979

声 明
������以下人员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丢失，声明作废。

2022 年 8 月 2 日

郸城县城郊乡：推动以案促改工作走向深入
本报讯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

张并不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警示案例中，
深深触动了我。 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带
领屈庄行政村党员干部， 以案为鉴，检
视自身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加强学
习，提升党性修养，为群众做好事、做实
事。”参加了以案促改专题会议后，郸城
县城郊乡屈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坤

有感而发。
群众身边发生了违规违纪事件，折

射出干部的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群众无
小事，枝叶总关情。 郸城县城郊乡纪委
聚焦群众身边发生的违规违纪事件，以
案为鉴，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切实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防线。

今年上半年以来，郸城县城郊乡以
当地发生的警示案例为原型， 先后以
“疫情防控”“郑州 ‘7·20’ 特大暴雨灾
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等为主题，分批次开展以
案促改专题会议，其中，乡级开展 4 次
会议，村级开展 40 余次会议，警示教育
干部群众 500 人次。通过以案促改，“打
痛”了党员干部中的蛀虫，“打醒”了党
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廉政情怀，“打通”了
能力作风建设的康庄大道。 ②12

（华林）

水利部：

全力做好“八上”关键期水旱灾害防御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国家防

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7 月
31 日主持专题会商，研判“八上”（8 月
上半月） 防汛关键期洪涝和干旱形势，
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据预报，“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
局部地区洪涝和干旱并存： 松辽流域
松花江、第二松花江、辽河、浑河、太子
河，海河流域北系和滦河，黄河中游北

干流， 珠江流域北江和东江下游等河
流，可能发生洪水；长江中下游地区可
能发生干旱。

李国英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继续
保持“打硬仗、打赢仗”的精神状态和奋
斗姿态，将各项应对准备工作做在洪水
干旱前面， 提前做好防洪应对准备、防
台风准备和冰川堰塞湖溃决洪水防御

准备，提前做好抗旱准备。

广西：铁海联运为夏季电力保供
这是广西防城港煤码头（7月 30日摄，无人机照片）。
为缓解夏季高温带来的用电紧张压力，广西铁海联运保障电煤供给。截至 7月

30日，广西铁路部门发送煤炭 1310.8万吨。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全国铁路客运车站全部实现军人出行依法优先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

孙兴维 李圣超 ） 据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运输投送局消息 ， 截至 7 月底 ，
全国铁路 2600 余个客运车站全部开
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军人优先购票
窗口和军人候车区。

今年 8 月 1 日是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在全国铁路

系统开展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 5 周
年。 5 年来，全国各铁路客运车站严格
落实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各项要求，每个
车站均设置军人优先购票窗口，开设军

人依法优先安检和检票通道；划设军人
候车区，满足了军人及家属出行需求。

在做好军人出行依法优先的同时，
各车站还将军人依法优先向战备训练

拓展，为部队机动、演训提供全方位服
务。 此外，铁路部门在每年的新老兵运
输中，优先安排乘坐高铁、动车和城际
列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还将地铁纳
入运输投送保障网络，使新兵运输投送
实现地铁与高铁的无缝衔接，有力地提
升了部队投送效率，让军人依法优先全
方位落实到国防建设全过程。

全民健身———全国群众健身登山大会在贺兰山举行

7月 31日，徒步登山爱好者在比赛中（无人机照片）。
当日，全国群众健身登山大会暨第一届贺兰山全国登山大赛在宁夏贺兰山国

家森林公园举行。 来自全国 9个省区市的 200名专业参赛运动员及 600余名徒步
登山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新华社发

2022 年全国 3.67 万名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 黄

癑）记者 1 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全国
各地于近日陆续组织开展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3.67 万
名新招募志愿者奔赴中西部地区开展

志愿服务。
2022 年西部计划纳入 “共青团

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 ”，深入推进乡

村教育 、服务乡村建设 、健康乡村 、
基层青年工作 、乡村社会治理 、服务
新疆 、服务西藏等专项的实施 ，并将
新招募志愿者全员纳入 “青马工程 ”
育人体系 。

据悉， 今年共有来自全国 2300 多
所高校的 25 万余名应届毕业生和在读
研究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

厦门：“口袋公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
7月 31日，市民在厦门市海沧区一处“口袋公园”休闲游玩（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因地制宜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将城市中一些闲置空间

打造成集健身、休闲、赏景等功能为一体的“口袋公园”，提升城市宜居度，增强市
民的幸福感。 新华社发

两部门发文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 姜

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 1 日发布“关于坚决打击对
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

知”，严禁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

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 严
禁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和用工过程

中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严
禁用人单位随意违法辞退、解聘新冠肺
炎康复者。

通知提出，近期，部分地方出现滥
用“健康码”等检测查询工具，对新冠肺
炎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问题，严重侵害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益， 社会反响强烈。
为依法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平等就业

权益，通知要求规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查询，除因疫情防控需要并科学合理设
置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信息查询期限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非法查询相

关检测结果。严禁用人单位发布或委托

发布含有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历史

阳性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
通知要求加强排查检查， 对用人

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
和个人非法查询核酸检测结果、 超过
合理期限设置查询期限、 对新冠肺炎
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的， 要依据职责
分工快查快办，采取行政约谈、通报曝
光 、行政处理 、行政处罚等有力举措 ，
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对招聘信息
中含有相关歧视性内容的， 劳动保障
监察机构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理处罚 。
对涉及其他就业歧视情形或非法使用

核酸检测信息的， 要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予以处理。

通知还强调，要加强督促指导和监
督检查，对发现的失职失责行为，要限
期督促纠正，依法依规对相关单位和责
任人员追责问责。 人社部、国家卫健委
将适时对各地区落实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推动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