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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結構逐步優
化升級；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城鄉間、區域間的發展差距逐步
縮小。中國經濟呈現的“穩中向好”之勢，得益於穩增長、促改
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工作的統籌推進，過去幾年中國
經濟始終保持中高速增長，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夯實了基礎。

中國宏觀經濟表現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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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

均增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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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2013-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保

持1千300萬人以上，31個大城
市城鎮失業率在5%左右

外 貿
●2012-2016年，一般貿易進出口

佔比52%提升至55.1%
● 2016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4.3

萬億元，在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
保持在1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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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服務進出口總額6575

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36.7%
●2012-2016年，服務貿易佔比從

11.1%提升至15.1%

利用外資
● 2013-2016年，累計實際使用外

“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既要看到
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
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
們帶來的風險，從最壞處着眼，做最
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
最好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7．
26”重要講話中深刻闡釋如何認識和
把握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為“中
國號”巨輪劈波斬浪指明了航向。
2013至2016年間，中國GDP年均
增長7.2%，不僅優於同期發展中經濟
體4%的平均增速水平，更好於全球經
濟2.5%的增長水平。中國經濟平穩運
行的同時，消費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
推動力，就業、物價形勢亦保持穩
定。2013至2016年間，最終消費支出
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5%；同
期，城鎮新增就業連續四年保持在1千
300萬人以上，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
業率基本穩定在5%左右，農民工總量
年均增1.8%，CPI年均上漲2%。

資4千894億美元，年均增長3.1%

服務業
●2013-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

2014

均增長8%
●2012-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從45.3%提升至51.6%
●2012-2016年，服務業對經濟增

長貢獻率從44.9%提升至58.2%

消 費
●2012-2016年，最終消費支出對

經濟增長貢獻率從54.9%提升至
64.6%

城鎮化

2015

●2012-2016年，常住人口城鎮化

科技創新

改革”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發展
的“高頻詞”，得益於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深入推進，經濟發展的質量和
效益明顯提高。以“三去一降一補”
為例，2016年，中國鋼鐵、煤炭產能
分別退出逾6千500萬噸和2.9億噸；至
當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下
降3.2%。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資產
負債率為55.8%，較上年下降0.4個百
分點。此外，去年“營改增”試點全面
推開，全年降低企業稅負成本5千700
多億元人民幣，同期新建高速鐵路投
產里程1千903公里，新增高速公路6千
745公里。
中國還持續推進“放管服”、國
企國資、公平競爭等領域改革，還深
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藉此持續增強經濟發

倪巍晨
展的活力與後勁。
在深化改革的同時，過去幾年中
國不斷統籌區域城鄉協調發展，“一
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
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均獲積極成
效。特別是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為統領，中國在政策溝通、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的同時，
經濟韌性日漸突顯，有利經濟運行的
積極因素更趨明顯。以製造業為例，
2013至2016年間，中國高技術產業和
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分別增長11.3%
和9.4%，增速較規模以上工業高3.8和
1.9個百分點。為加快製造業改造升級
步伐，國家制定並實施了“中國製造
2025”，積極推進高端船舶、海洋工
程裝備、高端醫療器械等八大重點領
域開展關鍵技術產業化。

服務業佔比“半壁江山”
服務業方面，2013至2016年，中
國服務業年均增長8%，去年服務業在
GDP中的佔比，較2012年提高了6.3個
百分點，已佔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
成為減緩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
器”、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助
推器”及孕育新經濟、新動能成長的
“孵化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7
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
容，將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
別調升0.1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
6.4%，這是IMF年內第三次上調中國
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今日
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夢想。”

●2013-2016年，高技術產業增加

補短板

率從52.57提升至57.35%

力推“雙創”增活力後勁

值年均增長11.3%，增速高於規
模以上工業3.8個百分點

降成本

●2013-2016年，裝備製造業增加

值年均增長9.4%，增速高於規
模以上工業1.9個百分點
● 2016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

支 出 為 1.55 萬 億 元 人 民 幣 ， 較
2012年增長50.5%

三大建設進展順利

“一帶一路”建設
去產能

● 2014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3萬億美元，中國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
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已在20多個國家
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
造18萬個就業崗位

● 2016年，鋼

“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

鐵、煤炭產
能分別退出
逾6千500萬
噸和2.9億噸

● 2016年，長江經濟帶地區生產總值逾

33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國比重的43.1%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

去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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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庫存

增長 經濟穩中向好

供給側改革建功 結構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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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末 ，
● 2016 年 末 ，

全國商品房待
售面積同比下
降 3.2% ， 其
中，住宅待售
面積同比下降
11%

規模以上工業
企資產負債率
為55.8%，較
上 年 下 降 0.4
個百分點

●

2016 年 ，
“營改增”
試點全面推
開，全年降
低企業稅負
成本5千700
多億元人民
幣

● 2016 年 ， 城 市 地 下

綜合管廊建設累計開
工447個項目，城鎮
棚戶區改造和公租房
基本建成658萬套，
全年實現農村貧困人
口脫貧1千240萬人

● 2016 年 ， 京 津 冀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合 計

7.46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國比重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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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A股上市公
司中，與共享經濟相關
的公司業績總體偏暖，背後折射出的是中國
民眾消費的一些新趨勢。從共享單車、雨傘
到辦公室，共享經濟的崛起，為轉型升級中
的中國經濟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
有“共享單車第一股”之稱的永安行，
上半年實現營收4.74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43.46%。有上海市民表示，每天上下

2013-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

帶動全球增長
“第一引擎”
儘管近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中國
成為全球經濟“第一引擎”早已是不爭的
事實。2013至2016年間，中國對全球經濟
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逾30%，超越美國、
歐元區、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列全球第
一，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
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全球經濟治理
結構面臨變革的背景下，中國始終積極貢
獻智慧，這其中“一帶一路”倡議便是最
好例證。幾年前，匈牙利五大製造企業之

共享單車
躋身
“新四大發明”

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成效

一的BorsodChem公司（下稱，BC公司）因
歐債危機陷入財務困境，淨虧損達1.5億歐
元，在公司化工廠工作的瓦塔．巴拉茲和
同事們掙扎在失業邊緣。當中國山東煙台
的萬華集團收購BC公司後，2015年企業實
現調整前淨利潤達5千多萬歐元，還避免了
BC公司3千300名工人失業。
此外，一些中國企業還通過“一帶一
路”輸出中國的優質服務。從中國人民大
學碩士畢業後，俄羅斯小伙馬克．西蒙便

進入順豐公司，並在國際業務部負責東北
歐跨境物流產品的規劃和設計工作。在他
眼中，中國快遞高水準的服務、速度和高
性價比，被成功複製到了俄羅斯。
馬克．西蒙說，順豐來之前，除了幾
家國際快遞巨頭價格高昂的快遞服務，中
俄快遞往來要三、四十天，還無法在每個
城市收件，目前已實現七天寄到，一小時
就能實現上門收件。他認為，中國產品和
服務已經從“價低質次”，逐步變成“質
優價廉”，服務水準更超過大多數歐洲國
家的期待。

▲中國共享單車企業ofo小黃車已進駐英、
美、日、泰、馬等多國。圖為泰國曼谷一名
大學生使用ofo小黃車

班除了地鐵，還要“掃一掃”共享單車，解
決“最後一公里”行程。
中國的共享單車，不僅在國內“圈粉”
無數，還迅速“出海”。以摩拜單車為例，
目前摩拜已在全球160個城市展開服務，擁有
1億註冊用戶和700萬輛聯網單車。
一項針對20國青年的調查顯示，共享單
車與高鐵、網購、支付寶一起，並稱為中國
“新四大發明”。來自國家信息中心的數
據，去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3萬4千
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參與活動人數超
6億人次，提供服務者約6千萬人。其他類型
的共享生活方式亦不斷興起。在杭州，同屬
共享經濟範疇的“網約導遊”應運而生。該
新生事物的誕生，源於去年5月國家旅遊局在
江浙滬粵等地開展線上導遊自由執業試點工
作。
寧波人王先生日前帶女友赴杭州遊玩，
與過去不同，是次他提前在網路上預約了
“私人導遊”，“不用做攻略，不用擔心
‘被購物’，只要說你想玩什麼，全程由導
遊量身訂製最佳路線，景點、路線、出遊節
奏，都按我個人需求來決定，玩得很輕鬆，
和跟團遊完全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