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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主要经济指标回落
但消费仍具韧性
未来政策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7月份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
均出现回落，不过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增长基本平
稳，消费有望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能。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仍需巩固，宏观政策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经济指标月度波动

不改平稳大势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 8%，为2002年2月以来的最低
（当时为2 .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 .6%，增速比上月回落2 .2个百分点。

此外，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此前回落
0 .1个百分点至5 .7%。其中，备受关注的基建投资同
比增长只有3 . 8%，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 . 3个百分
点；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 .6%，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 . 3个百分点；但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0 . 3个百
分点至3 .3%。

“这个月有一些指标增速出现了波动，这个波
动在月度之间是比较常见的。判断整体经济形势的
时候，需要综合起来看，从全局考虑整个大势，更
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她分析称，从1至7月份主要的情况，包括经济
增长、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的发展态势来看，当
前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消费仍具韧性

并不悲观
尽管7月份消费增速大幅回落，但整体来看，消

费仍将韧性并不悲观。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对上证报记者表

示，7月消费增速回落主要是受汽车消费数据恶化拖
累。6月国五去库存导致销售需求前置，7月兑现后
适当回落。未来汽车消费有望出现修复周期，对消
费的负向拖累相对下降。

交行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对上证报记者分析称，
扣除掉汽车零售额影响之后，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8 . 8%，这个速度和上个月是基本持平
的。消费有望保持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能。

宏观政策

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7月份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

平稳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复
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还需巩固。

刘学智表示，未来宏观政策需要加大逆周期调
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一方面继续
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另一方面要缓解财政收支
压力，将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地方国有企
业上缴利润，并清理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货币政策
继续边际放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振市场信
心。

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已作出
了一系列安排，包括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继续采取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在刘爱华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都
会慢慢见到实效，对整体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从
经济动力、活力和政策红利等方面来看，下个阶段
经济增长还是有很坚实的基础，是有条件、有基础
保持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的。”

据《上海证券报》

两款运动主题即开票上市

双色球094期：头奖8注682万 奖池8 .7亿

8月1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9094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5 、 10 、 12 、 18 、 19 、
27 ，和值 91 大小比 3:3 奇偶比
3:3 三区比为 2:3:1 。

双色球第 2019095 期红球
尾数分析：

尾数区间分析：上期未开出
同尾号，尾数组数为6组，分别
为0、2、5、7、8、9，尾数和
为31，较上期持平，本期尾数
和值关注30点左右。1路尾近期
依然短缺，本期关注尾号1、
3、4、6、9。

尾数冷热分析：上期小号区
(0-4)开出2个尾号，大号区(5-
9)开出4个尾号，本期重点关注

小尾数1、3、4及大数尾6、9。
定位尾数分析：第一位关注

4 、 6 尾；第二位关注 1 、 3
尾；第三位关注 6 、 9 尾；第
四位关注 1 、 4 尾；第五位关
注 6 、 7 尾；第六位关注 9 、 1
尾，蓝球关注 134 尾。

上期蓝球： 06 ，大小：
小，奇偶：偶，质合：合，012
路：0路，尾数：6。

双色球第2019095期蓝球分
析：

大小：上期开出小数，近
10期蓝球大小比为3:7，近30期
小数蓝球稍微占优，本期防大数
蓝球。

奇偶：上期开出偶数，近
10 期蓝球奇偶比为 3:7 ，近 30

期偶数蓝球稍微占优，本期防奇
数蓝球。

质合：上期开出合数，近10
期蓝球质合比为4:6，近30期合
数蓝球明显占优，本期防质数蓝
球。

振幅：质数振幅近期热开，
1路振幅近期占优，本期关注1、
2路振幅。

尾数：近30期蓝尾6-7、8-
9短缺，近期需防。

012路：0路蓝球近期短
缺，近期看好0路回补。

0123路：近30期0路占优，
近期看好1、2路回补。

遗漏：偶数遗漏近期占优，
近期关注质数遗漏蓝球。

吴霞

双色球号码分析（2019095期）

为了支持全民健身、营造更
加浓郁的全民健身氛围，两款运
动主题即开票“全民运动”和
“动出真我”即将在全国各地陆
续上市销售。

购彩者每购买1张面值10元
的“全民运动”，将有2元进入
体彩公益金；每购买1张面值5
元的“动出真我”，将有1元进
入体彩公益金。爱运动、爱公
益，也正是这两款新票传递给购
彩者的理念。

全民健身计划自1995年颁
布实施起，体彩公益金就一直是
其重要的资金来源，这其中当然
也有顶呱刮购彩者的贡献。
2008 年，顶呱刮重装面市；2009
年，首次设立全民健身日。十余年
来，顶呱刮不断推出运动主题即
开票，为全民健身“站台”。

■面值 1 0 元“全民运
动”——— 头奖25万

“全民运动”一套五张，单

票面值10元，共有12次中奖机
会，头奖25万元。五个票面分
别为健身、跑步、骑行、羽毛球
和足球，都是深受大众喜爱、普
及率高的运动，通过卡通形象的
展示，传达阳光、活泼、正能量
的信息。通过票面主形象中运动
健身的漫画人物表现“全民健
身”主题，风格轻松愉悦。主色
调采用清新、活泼的颜色，使整
个票面更清新、时尚。

“全民运动”具体游戏规则
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
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
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
额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 面 值 5 元 “ 动 出 真
我”——— 头奖10万

“动出真我”一套两张，单
票面值5元，共有8次中奖机
会，头奖 10 万元。两个票面以

“全民健身”为主题，通过票面
主形象中年男性的健身运动和年
轻女性的瑜伽运动展现体育锻炼
的健与美。

“动出真我”具体游戏规则
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健康
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8月1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9094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5、10、12、18、19、27，蓝
球号码为06。

当期双色球头奖8注，单注
奖金为682万多元。这8注一等
奖花落6地，江苏1注，浙江2
注，江西2注，广东（不含深
圳）1注，陕西1注，深圳1注，
共8注。

二等奖开出301注，单注金
额6万多元。其中，天津中出61
注，排名第一；四川中出26
注，排名第二；辽宁中出 2 1
注，排名第三；广东（不含深
圳）、河北分别中出18注，并

列排名第四；此外，其它地区二
等奖均低于18注。当期末等奖
开出883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
3，三区比为 2:3:1；奇偶比为 3:
3。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 05；
一枚隔码 27；一组二连号 18、
19；两枚斜连号 10、19；一组偶
连号 10、12；蓝球则开出 06。

广西福彩中心机房搜索 6
注二等奖， 3 注落户于灵山
县，中奖票为 1 张投注金额 12
元的单式倍投票（此票中 3
注）； 2 注落户于合浦县，中
奖票为 1 张投注金额 16 元的单
式票（此票中 2 注）； 1 注落
户于南宁市，中奖票为 1 张投注

金额 14 元的（ 7+1 ）复式票。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8 . 7亿元，今天是双色球第
2019095期开奖日,彩民朋友2元
将有机会中得1000万元。

吴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