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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风险

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随着国内疫情防控的成效不断
显现，2月中下旬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加快，我国3月GDP会较1—2月份有
明显起色。经济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不断恢复，疫情的影响从国内来
看，二季度会逐渐减弱，特别是前期压抑的一些经济活动会逐步释放。
所以，二季度应该会比一季度有明显回升。下半年，在一系列更大力度
的对冲政策出台后，政策效果会不断显现，经济会走得更加稳健。

202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7.9%；股份制企业下降14.2%，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下降21.4%；私营企业下降20.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
值下降6.5%，制造业下降15.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
降7.1%。从产品产量看，医疗防护和生活所需物资增长较快，口罩、发
酵酒精产量分别增长127.5%和15.6%，冻肉和方便面分别增长13.5%和11.4
%。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
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119.7%、45.1%、31.4%和8.5%。基本原材料生产平
稳，生铁、粗钢、平板玻璃、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分别增长3.1%、3.1%、2
.3%和2.2%。全国采购经理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月25日，大中型制
造业企业复工率达到85.6%，生产经营活动正有序恢复。

当下，外部环境发生新变化，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比较大，全
球经济增长可能会减速。但国内疫情防控成效在继续巩固，随着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开工复工、恢复生产，内生动力不断
释放，从下一阶段来看，如果疫情防控做得好，全年经济增长还是有比
较好的基础。

浙江省水电行业受宏观调控风险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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