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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 
 

█經濟成長：大陸 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22兆 7,098

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成長 7.8％，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 1兆 7,471

億元人民幣或 4.3％；第二產業增加值 11兆 950億元或 8.3％；第

三產業增加值 9兆 8,677億或 7.7％。上述數據顯示目前大陸經濟

尚屬穩步增長型態。 

█固定資產投資：2012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為 15兆 710億人民

幣，較上年同期成長 20.4％。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由負轉正，顯見

大陸欲藉由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保持經濟平穩發展。 

█外貿與外資：2012年前 6月外貿總額為 1兆 8,398.4億美元，比上

年同期成長 8.0％，6 月份貿易順差驟增，源自於進口增速持續放

緩，反映大陸內需市場需求減緩；累計至 2012年 5月底止，外商

直接投資（FDI）實際投資金額達 1兆 2,115.0億美元，5月份大陸利

用外資結束了此前連續 6個月單月利用外資下降的局面。 

█物價：2012年前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增長 3.3％。

當前大陸ＣＰＩ總體走勢趨於回落，通膨問題已大幅減輕。 

█匯率：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呈現緩步升值的趨勢；以 2012年

6 月 29 日中間價匯率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 6.3249 人民幣/

美元，較 2005年 7月 22日升值 23.58％；惟 2012年以來，人民

幣匯率雙向浮動特徵明顯，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人民幣匯率預期

分化。今年 4 月 16 日，中國人民銀行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

民幣兌美元交易浮動幅度從原來的 0.5％ 擴大至 1％，今年第二

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小幅貶值，比 3月底貶值幅度為 0.49％。 

 

2012年上半年大陸經濟發展穩中有進，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面對複雜嚴峻

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政府的工作總基調為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

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膨預期三者的關係，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實施積極

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經濟發展穩中有進（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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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指標 
一、經濟成長 
◆ 今年上半年經濟經濟成長 7.8％ 

大陸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為22兆7,098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

成長 7.8％，第一季成長 8.1％，第二季成長 7.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兆

7,471億人民幣或4.3％；第二產業增加值11兆950億人民幣或8.3％；第三產業

增加值9兆8,677億人民幣或7.7％（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 大陸經濟面臨許多變數，上半年經濟發展穩中有進  

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概括上半年經濟運行的特點，可以說總體平穩，穩中有

進。所謂總體平穩，主要是指增長以及主要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仍然運行

在目標區間以內，GDP上半年增長 7.8%，仍然高於年初制定的 7.5%預期目標。上

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至6月增長20.4%，社會商

品零售總額增長14%左右，進出口保持適度平穩增長，這些資料也說明主要經濟指

標仍運行在適度較快增長區間（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工業生產 
◆ 今年前半年工業產值增長 10.5％  

今年前半年工業產值較上年同期成長10.5％，比上年同期回落3.8個百分點，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成長7.0％、集體企業成長8.0％、股份制企業成長12.4

％、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成長6.3％。另外，從輕重工業分別來看，重工業產值比

上年同期成長10.1％，輕工業產值成長11.1％（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 製造業市場需求回落 

2012年6月，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2％，比今年3月高點回落

3.1個百分點，但仍位於臨界點以上。從6月份大陸製造業總體情況看，製造業企

業生產增速繼續放緩。此外，新訂單指數為 49.2％，比上月下降 0.6個百分點，

連續 2個月低於臨界點，顯示製造業市場需求繼續回落。反映製造業外貿情況的

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7.5％，降至臨界點以下，比上月下降2.9個百分點，為2011

年12月以來的最大降幅；進口指數為46.5％，比上月下降1.6個百分點，連續2

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下，顯示本月製造業來自國外的產品訂貨和原材料進口量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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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相比均有所減少。另外，本月產成品庫存指數為 52.3％，比上月上升 0.1個百

分點，是近 7個月以來的新高，顯示製造業企業產成品庫存壓力繼續加大（大陸國家

統計局網站）。 

 
三、消費 
◆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同期成長 14.4％ 

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9兆8,222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成長14.4

％。如以區域別分，城鎮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成長 14.3％，鄉村成長率為

14.5％，惟城鄉消費總額仍存在一定差距。若以銷售行業別分，商品零售總額較

上年同期成長14.5％，餐飲收入總額成長13.2％（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四、固定資產投資 
◆ 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0.4％ 

今年上半年大陸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 15兆 710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增長

2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8.0％），比上年同期回落 5.2個百分點。在中央與地方建

設方面，中央建設項目投資比上年同期減少 4.1％，地方建設項目投資增加 22.1

％；新開工專案計畫總投資13兆8,188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3.2％，提高1.2

個百分點。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由負轉正，顯見大陸欲藉由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保

持經濟平穩發展（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今年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成長 16.6％；住宅銷售額下滑 6.5％  

在房地產開發及銷售方面，大陸今年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3兆610

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增長16.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4.3％），其中，住宅投資為2

兆879億人民幣，增長12.0％。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47.6億平方米，

比上年增長17.2％。房屋新開工面積9.2億平方米，下降7.1％。房屋竣工面積

3.3億平方米，增長20.7％。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4.0億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0

％。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11.2％，辦公樓銷售面積增長7.1％，商業營業用

房銷售面積增長2.5％。商品房銷售額為2.3兆人民幣，下降5.2％。其中，住宅

銷售額下降6.5％，辦公樓銷售額下降1.1％，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增長5.4％（大

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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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房地產銷售價格下滑  

在房地產銷售價格方面，今年5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

價格較上年同月下降的城市有55個，上漲的城市有15個，漲幅均未超過1.4％。

二手住宅銷售價格較上年同月下降的城市有58個，上漲的城市有11個，漲幅均

未超過2.9％（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房地產主動調控仍不會放鬆 

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房地產的主動調控在短期來講，確實是今年經濟成長

速度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的幅度以及與房地產銷售有關

的傢俱和家電銷售情況來看，增速都回落得比較明顯，這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短期經濟成長。但房地產調控不能放鬆，調控房地產雖然說短期對經濟增

長產生影響，但是更有利於國民經濟更持續健康地發展，特別是對防止房地產泡

沫化對經濟長期發展的衝擊很有好處。所以要進一步完善房地產調控的政策，進

一步鞏固房地產調控的成果（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五、對外貿易 
◆今年前 6月的外貿總額成長 8.0％，順差 689.1億美元 

今年前6月外貿總額達18,398.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8.0％；其中出口

達9,543.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9.2％；進口為8,854.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成長6.7％，外貿順差689.1億美元，擴大56.4％，第二季外貿總額溫和反彈（大

陸海關總署網站）。 

◆大陸 6月順差驟增  

大陸6月貿易順差高達317.3億美元，是連續第4個月擴大，也創2009年1

月以來新高。順差源自於進口增速持續放緩，反映大陸內需市場需求減緩。大陸

海關總署表示，內需減緩及進口的大宗商品價格回落，是導致上半年進口增速放

緩的主要原因，穩定經濟成長和促進外貿、擴大進口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會逐步顯

現（經濟日報，2012.7.11）。 

◆ 大陸全年對外貿易可望實現 10％的預定增長目標  

下半年，大陸外貿發展面臨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大陸海關總署認為主要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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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金融危機仍在發酵，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主要發達經濟體債務問題嚴

重、失業率高、消費信心低迷，歐美日採購經理人指數在 6月份都回落到

50以下的收縮區間；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也難以獨善其身。這些將為大陸外

貿出口穩成長帶來嚴峻挑戰。 

（二）今年以來，國內經濟出現自主性回落，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國內需求減緩。

前5個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1.9％。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資進口的

設備物品自去年 6月份起的月度進口值也表現為同比下降，今年上半年同

比下降22.3％。  

（三）當前大陸出口企業的綜合經營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人民幣匯兌成本、

企業融資成本等居高不下，出口價格競爭力受到削弱，國際市場份額受到

擠壓。2012年1-5月，大陸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傢

俱、塑膠製品等 7大類）在日本進口同類產品的市場份額為63.3％，回落0.4個百

分點，而同期越南、印尼和孟加拉同類產品在日的份額分別提升 0.7、0.2

和0.2個百分點。美國和歐盟市場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  

（四）金融危機期間歐美主要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壁壘層出不窮、花

樣翻新，並迅速蔓延至新興市場。5月份，美國商務部裁定對大陸太陽能電

池產品徵收高達31％-2.5倍的反傾銷稅，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大陸對外貿易面臨著更為複雜和嚴峻的局面，但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優勢短期內

不會發生較大變化，經濟穩增長和促進對外貿易擴大進口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

會逐步釋放，如果世界經濟形勢尤其是歐洲債務危機不再繼續惡化，今年全年大

陸對外貿易可望實現10％的預定增長目標（大陸海關總署網站）。 

 

六、外人投資 
◆ 今年前 5月的外人投資實際金額減少 1.9％ 

今年前5月大陸當局批准外資投資項目為9,261項，較上年同期減少12.2％，

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投資金額為471.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9％。今年5

月底為止，外人投資項目共計747,614家，實際金額為1兆2,115.0億美元（中國投

資指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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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投資金額結束連續 6個月衰退 

商務部副部長王超表示，5月份大陸利用外資結束了此前連續6個月單月利用

外資下降的局面，釋放了積極的信號。他表示，儘管國內要素成本的上升對吸引

外資造成一定影響，但總體而言，國際經濟復甦緩慢、新興市場國家加強吸引外

資等外部因素仍是影響大陸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當前大陸吸引外資面臨比較複

雜的形勢，但從中長期看，大陸在吸引外資方面仍有比較強的綜合優勢，預計今

年全年利用外資將穩中有升（中國投資指南網站）。 

 
七、消費者物價指數總體走勢趨於回落 
◆ 今年 6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 2.2％，前 6月上升 3.3％ 

今年前 6月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揚 3.3％。若從居民消費

價格分類指數來觀察，今年前6月的食品價格上漲6.9％，煙酒及用品上漲3.5％，

衣著上漲3.5％，是推升CPI的主要原因。顯示大陸雖然經濟成長速度趨於緩慢，

但通貨膨脹問題卻已大幅減輕（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貨幣與金融 
一、貨幣供給 
2012年 6月底，廣義貨幣（M2）餘額 92.50兆人民幣，較上年同月增長 13.6

％，比上月末高 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 28.75兆人民

幣，較上年同月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3.2個百分點；

流通中貨幣（M0）餘額 4.93兆人民幣, 較上年同月增長 10.8％。上半年淨回籠現

金1,465億元（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利率調降 
中國人民銀行繼今年5月8日二度調降存準率0.5個百分點，又分別於6月8

日及 7月 6日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並調整利率浮動區間。經過此

次下調，大陸大型金融機構及中小型金融機構存準率分別為20％和16.5％；金融

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各下調 0.25個百分點至 3％，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分別

下調0.25及0.31個百分點至6％；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

準利率的1.1倍；將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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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不作調整，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並繼續嚴格執行

差別化的各項住房信貸政策，以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反應貨幣政

策力道加大，而大陸通膨問題減輕，也提供官方進一步寬鬆的空間。 

 
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小幅回貶 
自 2005年 7月 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對美元緩步

升值，至今年 6月 29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 6.3249人民幣/美元，較

2005年7月22日（8.2765 人民幣/美元）累計升值約23.58％。 

2012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特徵明顯，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人民幣匯

率預期分化。今年 4 月 16 日，中國人民銀行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

元交易浮動幅度從原來的 0.5％ 擴大至 1％，今年第二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小幅

貶值，比3月底貶值幅度為0.49％（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四、外匯儲備 
2012年6月底，大陸外匯儲備餘額為3.24兆美元，高於去年年底的3.18兆

美元，大陸外匯存底仍舊排名世界第一（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重要政策與展望 
一、溫家寶表示經濟下行壓力仍大，進一步加大預調微調力度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今年 4月即時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加大了預調微調力度。當前，這些措施正在見到成效，大陸經濟運行呈

現緩中趨穩的態勢。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是大陸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

本立足點。要認真貫徹落實好已經推出的促進消費的政策，以鞏固和增強消費對

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 

此外，要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促進出口穩定成長。當前，穩定投資是「擴

內需、穩增長」的關鍵。要因勢利導，更加注重「轉方式、調結構」，把穩定投

資與實施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與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與保

障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與調整經濟結構、淘汰落後產能結合起來，努力實現速

度、結構和效益的統一，為更長時期、更高水準、更好品質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溫家寶表示，大陸目前房地產市場調控仍然處在關鍵時期，調控任務還很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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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必須堅定不移做好調控工作，把抑制房地產投機投資性需求作為一項長期政

策，毫不動搖地繼續推進房地產市場各項調控工作，促進房價合理回歸，決不能

讓房價反彈，同時抓緊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收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

調控的長效機制和政策體系（中央社，2012.7.8）。 

二、「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 
節能環保產業是指為節約能源資源、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提供物質

基礎和技術保障的產業，是大陸加快培育和發展的 7個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發

展節能環保產業，一方面為實現「十二五」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提供堅實的產業

和技術支撐，另一方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興支柱產業。 

    大陸節能環保產業潛力巨大，提振經濟增長前景廣闊。據估算，到2015年，

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節能潛力超過 4億噸標準煤，可帶動上萬億元投資；節能

服務業總產值可突破 3,000億元；產業廢物回收利用市場空間巨大；城鎮污水垃

圾、脫硫脫硝設施建設投資可超過8,000億元，環境服務總產值將達5,000億元。

到2015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4.5萬億元，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

左右的總體目標。 

    「十二五」時期，為加快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大陸將實施重大節能技術與裝

備產業化、半導體照明產業化及應用、「城市礦產」示範、再製造產業化、產業

廢物資源化利用、重大環保技術裝備及產品產業化示範、海水淡化產業基地建設、

節能環保服務業培育等八大重點工程，將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大陸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 

三、降低證券、期貨市場監管費標準 
為進一步降低證券、期貨市場交易成本，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大陸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發出「關於降低證券、期貨市場監管費收費標準等問

題的通知」，大幅降低證券、期貨市場監管費收費標準，降幅高達50%。 

股票市場證券交易監管費由年交易額的0.04?，降為年交易額的0.02?，對

證券投資基金和債券免收此費用；對各期貨交易所收取的期貨市場監管費由年交

易額的0.002?，降為年交易額的0.001?（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 

 

●總結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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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才有相應的基礎。當前內外經濟形勢比較複雜。

穩增長首先要正確判斷形勢，既要看到經濟下行的壓力，也要看到經濟增長的動

力；既要有憂患意識，也要增強信心。穩增長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是一項長期

的艱巨任務。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包括促進消費、出口多元化等，但當前重要的是

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在促進投資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結構、

注重品質和效益，要有利於改善民生、有利於科學發展。要重視對新技術研發和

新興產業的支持，在市場壓力增加的情況下，這方面的企業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穩增長還要與財政、金融、企業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結合起來，用改革的辦法，

用市場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產業競爭力，以增強經濟發

展的活力和可持續性（大陸中央政府網站）。 

 

2012年前 6月大陸經濟重要指標 

 

（經濟處主稿） 

項          目  數   值  較上年同期增減％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元人民幣）（2012年 1-6月）  227,098 7.8％  

工業增加值（1-6月）  －  10.5％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人民幣）（1-6月）  98,222 14.4％  

固定資產投資額（億元人民幣）（1-6月）  150,710 20.4％  

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1-6月）  

  出口  

  進口  

  出超  

 18,394.4 

  9,543.8 

  8,854.6 

    689.1 

8.0％  

9.2％  

6.7％  

         －  

外人直接投資（FDI）（1-5月）  

      新批外商投資項目 

      實際金額（億美元）  

 

9,261 

471.1 

 

 -12.2％  

 -1.9％  

消費者物價變動率（CPI）（1-6月）  －   3.3％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2012年 6月底）  

外匯儲備（兆美元）（2012年 6月底）  

6.3249 

3.2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