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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臨減速
今年GDP料增7.4% 外媒：或創24年新低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中國經
濟增長7.4%創出新低，但在一系列微刺激

的措施下，二季度經濟增長小幅回升至7.5%。

仍依賴投資和進出口拉動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昨日發布《經濟藍皮書夏季
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3—2014）》指出，由
於進出口貿易和國內投資的低迷，預計2014年經濟
增長率保持在7.4%的水平。
報告認為，2014年的增長依然要依賴投資和進出

口拉動，服務業的新發展是投資和消費的新亮點。
而全年物價水平，即CPI穩定在2.3%的水平，PPI
仍為負。
社科院表示，2014年仍然是一個調結構、促改
革、穩增長、控風險的調整年，面臨的挑戰集中於
能否有效緩和地方債風險、能否通過減稅和降低融
資成本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

保7.4%增速需20萬億資金
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

今年經濟要保持7.4%的增速，沒有20萬億的資金
下不來。張平預計，今年社會融資總規模將達20萬
億，而新增貸款規模可能超過10萬億。
報告還指出，人口紅利、傳統工業化擴張階段以

及低成本國際競爭模式的終結，將倒逼中國經濟從
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路徑轉換。
基於中國人口轉型和城市化發展趨勢，報告測

算，未來5年（2014至2019年）中國潛在增長率的
區間為6.4%至7.8%。報告認為「這是一個令人安
心的潛在增長率」。

投資對經濟貢獻率下降
另外社科院在研究中發現，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

在下降，原因在於中國投資驅動增長模式遇到了較
強的邊界約束，資本的邊際產出率下降。2013-2014

年，季度投資率平均為71.9%，顯示出投資對增長
的邊際貢獻率呈下降趨勢。
路透昨天公布調查也顯示，多名分析師預測中國

經濟今年可能增長7.4%，為24年來最低增速，主
要因為政府刺激措施無法充分抵消房地產市場低迷
的影響。
中國上一次年度GDP增速低於7.4%發生在1990
年，當年GDP增速僅為3.8%，而在1991年，已急
速回升至9.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權威經濟智庫、社科院經濟學部昨日發

布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增長依然面臨着結構性減速壓力，預期今年經濟增長率為

7.4%，並至少需要20萬億元人民幣資金支持，未來五年（2015-2019）的增速則在

6.4%至7.8%之間。而路透社發表的最新調查也顯示，分析師對今年GDP增速預期同

樣為7.4%，為1990年以來最低增速。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
中國社科院與國務院發展中

心、中國科學院並稱內地三大智
囊機構，其中，社科院經濟學部
以經濟學科研究為主，下設經濟

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金融研究所、農村
發展研究所、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財
經戰略研究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城市
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囊括宏觀經濟、財政、金
融等多領域頂尖學者和政府智囊，現任經濟學
部主任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

■記者 海巖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社
科院經研所副所長張平向本報指出，勞動生產率
相對較低的服務業比重進一步提升，是造成當前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根源，亦是經濟結構調整必然
階段。張平建議，加速製造業的更新改造，釋放
出服務業的活力，讓具有創新能力的製造業和現
代服務業成為中國高效增長的新引擎。
張平分析，今年服務業超過第二產業，佔GDP
比重升至46.6%，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
發展，服務業的比重肯定會進一步提升。「由於
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低於製造業，出現勞動效益

低、勞動生產力減少、製造業PPI連續下降等問
題，造成經濟增長減速。」

金融稅收體制需聯動改革
「中國經濟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存量調整，內地

產能過剩的原因是經濟依靠規模擴張的供給，經
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太差。」張平建議對經濟存
量進行體制改革，有效清除「殭屍企業」，加速
製造業的更新改造，同時大力進行服務業體制改
革，釋放出服務業的活力，讓具有創新能力的製
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成為中國高效增長的新引擎。

「從目前來看，『金融不擴張經濟就下
滑』的現象明顯。」張平預計，今年社會融
資總規模將達20萬億元，而新增貸款規模可能超
過10萬億元。若2014年新增貸款規模超過10萬
億元，則是將創出歷史新高，不僅超過了經濟刺
激力度最大的2009年，並將首次突破10萬億大
關。
張平認為，資本產出效率持續下降是影響增長

速度的主要因素，提高資本產出效率是關鍵，需
要金融、稅收體制聯動改革，包括債務調整、定
義風險、統一監管，同時增加一
次性資本補充和拉長債務期限，
在此基礎上進行結構調整和機制
轉變。

服務業比重增導致經濟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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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洪嘯、實習
記者 朱昊 北京報道）2014年第三季
度花旗財富論壇昨日在京召開，花旗零
售銀行研究部資深副總裁邱思甥表示，
中國二季度7.5%的經濟增速說明經濟
趨穩，中國經濟無硬着陸風險。他預計
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健，除非經濟出現急
劇下滑的跡象，否則政府可能不會出台
全面的寬鬆措施，而樓市則將進入2至
4年的修正期。隨着宏觀經濟回穩後，
下半年人民幣將於波動中小幅升值，並
於今年年底前升至6.10。
邱思甥認為，新型城鎮化將再帶來新
一輪的增長力量。而且，中國現在需要
用內需來替代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對經
濟的拉動，而中國目前有70%的人有能
力賺錢和消費。因此，花旗對中國經濟
的中長期形勢保持樂觀的態度。
對於未來中國樓市的走向，邱思甥
表示，中國房地產在資金壓力和人口
老齡化的情況下，會進入2-4年的修正
期，但並不意味着下跌。具體來說，
三四線城市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下跌風
險，但一二線城市的修正空間有限。
而對房地產目前問題的解決方法之一
是將剛性需求放開，開徵高額的房產
稅和資本利得稅，將「囤房」的投資
性水分擠出來。

粵蘇GDP規模首超3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 2014年已過半，內地各省市區陸續
交出「期中」考卷。截至本月23日，已有24個省（區、
市）公布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其中廣東、江蘇GDP
規模首超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繼續位列內地
各省前茅。浙江、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湖南、
上海等7省市同列「萬億俱樂部」。
據《南方日報》報道，截至23日公布的24個省
（區、市）中，西藏以11.7%的經濟增速位居首
位，重慶、天津、青海、貴州、陝西等省市均以超
過10%的速度高速增長。
提交「答卷」的24個省（區、市）中，僅河北、

浙江、上海、北京4個省市區低於內地7.4%的水
平，其中河北省以5.8%的經濟增速，繼續墊底增速

榜單，上海市則錄得7.1%的相對低速，北京、上海
均取得7.2%的GDP增速。另外，寧夏上半年經濟
增速為7.4%，與內地水平持平。

冀川鄂湘滬進「萬億俱樂部」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上述24個省（區、市）中，上
半年經濟總量超過1萬億元的省份有9個。廣東、江蘇
以經濟規模超過3萬億元（30,879.09億元、30,115億
元）遠超別省名列全國前茅；山東目前尚未公布數據，
今年一季度該省經濟總量僅次於上述兩省。
浙江、河南緊隨廣東和江蘇之後，GDP分別是

17,978億元、15,778.62億元。河北、四川、湖北、
湖南、上海等五省市也進入了「萬億俱樂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山東考察之行，昨日進入第二天。
在省會濟南，李克強考察了浪潮集團和山東省交
通運輸廳政務大廳。浪潮集團企業負責人向他大
膽「提要求」：「希望您像支持中國高鐵一樣，
支持國產『雲計算』關鍵應用主機走向海外。」
李克強當場承諾，今後出訪不僅會推銷中國高
鐵、中國核電，也會向全球市場推薦中國的「雲
計算」。
浪潮集團官方微博昨日下午在第一時間發布了

李克強總理視察的消息。在浪潮集團考察時，李
克強對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問得十分仔細。隨
即，他把相關部門負責人叫到身邊「現場辦
公」，要求他們要以雲計算、大數據理念，與企
業信息技術平台有機對接，建立統一綜合信用信
息平台，實現「大數據」共享。
在聽取了有關浪潮雲計算、大數據產業等的發

展匯報後。李克強表示，信息化正在全球快速發
展，雲計算、大數據是一個大潮流！浪潮在雲計
算、大數據、信息化核心裝備方面已經具備了與
國際先進企業同台競爭的實力，是國家信息化建
設的中堅力量。

要求防止截留改革紅利
李克強在山東省交通運輸廳政務大廳視察時，

逐一詢問3位辦事員和5位前來辦事的群眾，仔
細了解簡政放權在中間環節是否暢通？放管是否
到位？
李克強強調，簡政放權不僅要從「最先一公

里」做起，還要打通中間環節和「最後一公
里」，要防止各環節截留改革紅利。同時也要完
善監管，創造公平環境，讓市場活起來。
李克強還表示，要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為政府

管理提供更及時、充分、準確的信息，使政府服
務和監管更加到位。

城鎮失業率 二季度4.0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新聞發言人李忠在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國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737萬人。二季度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8%，
與一季度持平，遠低於今年中國城鎮失業率4.6%的目標。
針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李忠表示，今年大學生畢業生有727

萬人，總量較大。此外，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專業知識、就業觀
念、就業能力、就業意願同市場需求不相適應的結構性矛盾非常
突出。人社部已會同有關部門啟動實施了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
開展了2014年全國民營企業招聘周活動，集中為高校畢業生等各
類群體提供就業崗位信息，全國共組織20多萬家民營企業參加活
動，有97萬求職者與用人單位達成就業意向，其中高校畢業生56
萬人。下一步，人社部將集中力量抓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
作。

廣西東興啟動個人外幣兌換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位於廣
西東興越南邊境的
聯合貨幣公司開始
正式受理外幣兌
換，標誌着東興試
驗區個人本外幣兌
換特許業務正式啟
動，需要兌換外幣
個人可以直接到營
業廳進行，且不再
受個人結售匯年度
5萬美元和單日累計5000美元額度限制。
據悉，這是繼個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之後，東興試驗區

又一項金融先行先試政策。作為中越重要邊貿口岸，東興開啟個
人本外幣兌換業務對東盟金融改革意義重大。市民陳先生表示，
自己以前都是通過『地攤銀行』兌換越南盾，現在通過營業部兌
換越南盾只需身份證就可辦理，也不用擔心收到假幣。
早在今年5月2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就下發文件，允許東興試

驗區開展擴大個人本外幣兌換特許業務試點，批准特許機構可在
中越邊境銀行開立人民幣和越南盾賬戶辦理兌換業務。據估算，
該試點業務量每年將達100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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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東興市邊民正在展示剛兌換到手的越
南盾。 網上圖片

■李克強昨日在山東浪潮集團考察時，對雲計
算、大數據等技術問得十分仔細。 網上圖片

■■社科院報告表示社科院報告表示，，今年仍然是一個調結今年仍然是一個調結
構構、、促改革促改革、、穩增長穩增長、、控風險的調整年控風險的調整年。。圖圖
為山東省濱州市一家特鋼公司為山東省濱州市一家特鋼公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東今年
上 半 年
GDP 規 模
達 30,879
億 元 人 民
幣。圖為廣
州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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