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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年内2161只公募实施分红
累计分红额已超去年全年

..........................B1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0月18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1月8日至
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
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
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
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
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

要内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
史、主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
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
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
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
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
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

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
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
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革命、
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
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
了新的宝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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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地位日益
巩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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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
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定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本报记者 谢若琳

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健康需求
提升，大健康产业正成为极具投资价
值和开发潜力的“朝阳产业”：创新活
力加速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资
本持续汇聚助力创新。疫情背景下，
高质量、数字互联、创新驱动的大健
康赛道企业站上风口。

为进一步抓住我国大健康行业
创新发展机遇，探索大健康行业新趋
势和前沿技术产业化落地，打造中国
健康产业创新引领高地，促进政策、
人才、技术和资本“共振”，由《证券日
报》社主办的2021大健康资本论坛将
于11月19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论坛以“聚焦创新 洞见价
值”为主题，重点围绕互联网医疗、

医药创新、消费医疗、宠物医疗等细
分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展开探讨。作
为专注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专业
盛会，论坛将邀请国内最具影响力
的行业领袖、知名投资人、业内专
家、专业媒体参会，共同把脉行业发
展大势。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量。站

在创新发展的风口，呈现硬科技、智
能化、高精准趋势的大健康行业将驶
向何方？企业如何谋局未来？

同时，迎来黄金发展期的大健
康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
后疫情时期互联网医疗如何摆脱
单一盈利方式、实现高增长预期？
5G+人工智能加持，大健康行业如
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消费医疗崛

起，行业发展的壁垒和门槛如何确
立？

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2021大健
康资本论坛将剖析大健康板块细分
领域的发展逻辑、创新目标、社会价
值和商业价值，充分发掘各新兴板块
的成长机遇，全力打造更安全、更高
效、更有价值的交流和展示平台。论
坛现场将颁布“2021大健康产业价值
榜”，与行业专家、企业家、投资机构
共同见证大健康行业核心资产新兴
力量的成长。

2021大健康资本论坛将于11月19日举行

本报记者 徐一鸣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
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
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
82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比上
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恢复取得了积
极成效。尽管三季度经济增速受到
疫情、汛情以及基数升高等多种因
素影响有所回落，但我国经济发展
还是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工业生产
持续增长，企业效益稳步提升。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6.4%。9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两年平均增长5.0%；环比增
长0.05%。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承压，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动力煤价格影
响，以及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对生产
端形成的直接制约。第二，北方主要
流域尚处于主汛期，生产受到一定扰
动。第三，年中以来房地产市场调控
的压力始终存在，从需求角度利空工
业增加值当月同比。第四，大宗商品
价格上行，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
进而降低中小企业生产意愿。第五，
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的背景下，高炉开工率持续低迷。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
大。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397827亿元，同比增长7.3%，两年平
均增长3.8%；9月份环比增长0.17%。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分领域看，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4.8%，两年平
均增长3.3%，与前值持平，表明了制
造业投资相对平稳，主要由于外需
较为旺盛，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5%，两年
平均增长0.4%，比前值提高0.2个百
分点，主要由于近期政府债券发行
有所提速，对基建投资形成一定支
撑，但也要看到基建投资增速仍然
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潜力空间。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持续改善。前三季度，货物进出
口 总 额 2832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7%。其中，出口155477亿元，增
长 22.7%；进口 127787亿元，增长
22.6%；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7691
亿元。9月份，进出口总额35329亿
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
19830亿元，增长19.9%；进口15498
亿元，增长10.1%。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升级类和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前
三 季 度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两年
平均增长3.9%。9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36833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3.8%，加快2.3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30%。

郑后成认为，三因素促9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高于预
期。第一，9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消费增速向均值修复。第二，中
秋节以及对国庆节进行备货，对消
费产生拉动效应，体现为9月份餐饮
收入零售额增速较前值大幅上行，
实现转正。第三，9月份城镇调查失
业率时隔32个月再次跌至5.0%之
下，对消费增速起到支撑作用。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
涨。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半年
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
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环比持平。

“综合来看，前三季度经济总体
保持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近期在
疫情形势尚存不确定性、能源供给
受限、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加。”温彬
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将保持稳
中恢复态势，但增长压力将有所延
续，经济走势还受到国际经济和政
策形势变化、电力供应和生产恢复
水平、内外部需求复苏状况、通胀走
势、市场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

“宏观政策要做好跨周期调节，
进一步明确政策基调，稳定市场预
期和信心，把政策用好用足。”温彬表
示，纵向上看，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
性、稳定性，做好政策间的衔接。横
向上看，各部门之间要做好政策的
协调，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对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平
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付凌晖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经
济持续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
势不变，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任务。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9.8% 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亚马逊“封号”风波还在继续：
几十名中国卖家提起集体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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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连续7个月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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