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經濟 
                                  李俊昇 

 

█經濟成長：大陸內部機構及各國際財經機構皆預測大陸今年經濟

成長率應可高於去年（7.1﹪），約為 7-8﹪之間。 

█物價：大陸 2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升 0.7

﹪，此為 22 個月以來首次上升，通貨緊縮可望改善。 

█出口：今年前 2 月外貿出口增幅高達 41.2﹪。由於國際經濟強勁

復甦，外貿出口可望成為今年經濟發展一大支柱。 

█外商直接投資：今年前 2 月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金額較去

年同期減少 12.1﹪，顯示外商投資意願仍未明顯回升。 

█就業問題：今年下崗失業人口將達高峰，約為 1,100-1,200 萬人

之間，失業問題極為嚴重。 

 

大陸今年之經濟成長率，應可高於去年（7.1﹪）（參 1）。由於通貨緊縮將明顯改

善，兼以繼續實施積極性財政政策，內需可望回升。其次，今年第1季出口大幅

成長（1-2 月進出口總額成長率高達 47.1﹪），主要由於國際經濟景氣強勁復甦。至於外商直

接投資（FDI），去年實際金額較前年降低 11.4﹪，為 20年以來首次減退，今年

之外資流入似亦難以擺脫低迷情勢。以下謹從總體經濟指標及大陸當局因應措施

來研判大陸未來經濟走向。 

 

總體經濟指標 
 

一、經濟成長 

◆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應可達7-8﹪之間 

一般而言，大陸內部機構及各國際財經機構皆預測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7-8﹪之間。大陸政協、人大九屆三次會議分別於 3月 3日及 3月 5日召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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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對人大所提出的「200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

案報告」指出，大陸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為 7﹪（參 2）。「財政部」部長項懷誠也

在人大會中表示，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可望保持 7﹪左右（工商時報，2000.3.6，p.11）。另

「國家統計局」預測，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應可高於去年的水準（7.1﹪）（工商時報，

2000.2.29，p.11），「中國社科院」藍皮書則認為可達7.7﹪（工商時報，2000.2.16，p.11）；亞

銀預測為 7.0﹪。綜上所述，大陸「國」內及國際財經機構皆認為大陸今年經濟

成長應可達7-8﹪之間。 

 

◆大陸當局首度不設立經濟成長目標 

大陸「總理」朱鎔基於3月5日人大會中提出政府施政報告，首度未設訂今

年經濟成長目標（經濟日報，2000.3.6，p.2）。大陸政協委員、也是北京大學教授的蕭灼

基表示，大陸當局首度不設立經濟成長目標，使得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轉圜空

間。並且大陸當局已開始將不確定的市場因素列入考量，讓指標更清楚反映實際

狀況，表示觀念上有相當大的進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表示，正在制訂的「第十個五年計畫」（簡稱「十五」計

畫），擬將經濟增長率定為 7﹪左右，可知大陸當局已不再單單追求經濟的高速成

長，也注重經濟的穩健發展及質量的提升。 

 

表 1  各機構對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值 

機  構 
大  陸 

「國家計委」 

大  陸 

「財政部」

大  陸 

「國家統計局」

大  陸 

「中國社科院」 
亞  銀 

預測值 7.0﹪以上 7.0﹪左右 高於 7.1﹪ 7.7﹪ 7.0﹪ 

 

二、物價與消費 

◆消費者信心指數續升 

最新統計顯示，2月份大陸消費者信心指數較 1月份小幅攀升，民眾對整體

經濟展望信心亦較前提升。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監測中心」發佈

的報告顯示，大陸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為95.5，較1月份上升0.3個百分點；

消費者滿意指數則微升0.2個百分點，為92.4。此外，有高達6成的消費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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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經濟將進一步復甦，此一比例比1月份高5個百分點（香港信報，2000.3.28，p.10）。 

雖然大陸民眾對未來經濟情勢的信心已較前提升，但對於個人收入增長卻表

悲觀。主要由於今年「國企」下崗失業職工將大量增加；並且醫療、教育、住房

等各方面改革持續進行，居民預期未來生活費用將大幅上漲。由此可知，民眾對

未來收入的悲觀預期心理，將為擴大內需的一大制約因素。 

 

◆通貨緊縮今年可望緩和 

今年大陸物價應可持穩。2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升0.7﹪，

此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22個月以來首次上升。至於2月份零售物價指數（RPI）

比去年同期仍下降1.4﹪，惟下降幅度已大幅縮小（去年全年度之下降幅度為 3.0﹪）（參 3），

可知今年通貨緊縮可望明顯改善（香港信報，2000.3.28，p.10）。 

大陸當局認為，今年服務價格將明顯上升，生產資料價格將略上漲，而農產

品和工業消費品的價格將持平，整體而言，今年物價將呈微幅上漲。此外，大陸

當局今年仍將採取積極性財政政策，擴大基礎建設投資，並且大力推展消費信

貸，對內需景氣應可發揮若干正面作用。 

圖1 大陸自1999年起之物價指數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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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資產投資 

◆2月份工業生產增加值大幅增長 
由於大陸當局實施積極性財政政策，對製造業產生拉動作用，2月份工業生產

增加值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12﹪（參 4）。由於今年大陸「國」內需求將較去年回

升及出口強勁復甦，因此今年工業生產前景應較去年樂觀。 

 

◆前 2月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擴大 
今年前 2 月固定資產投資較去年同期成長 8.6﹪，增長速度較去年加快（去年全

年度成長 5.2﹪）（香港信報，2000.3.16，p.16）。為了維持經濟持續成長，大陸當局已決定將投

資規模恢復至 98年之水準，因此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應較去年提高。 

 

圖2  大陸自1999年以來各月工業生產增加值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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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外貿易 
◆出口強勁復甦 

今年以來，大陸外貿出口大幅增長。根據大陸「海關總署」所發表的統計數

據顯示，今年前 2月的外貿出口增幅高達 41.2﹪。顯示由於國際經濟情勢持續好

轉，大陸出口強勁復甦，預計今年出口仍將維持大幅成長，外貿出口可望成為今

年經濟發展的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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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總額應可達成預定目標 
此外，由於擴大內需及積極打擊走私等政策的影響，大陸今年進口成長幅度

將明顯提高，前 2月較去年同期成長 54.2﹪。大陸「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表示，

大陸今年外貿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優於去年，應可達成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

3﹪以上的目標（經濟日報，2000.3.14，p.11）。 

 

圖3  大陸自1999年以來各月外貿進出口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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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資流入 
◆實際外資流入仍為下降趨勢 

今年前 2月，大陸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金額仍較去年同期減少 12.1﹪（參 3）。

去年大陸 FDI 實際金額則較前年衰退 11.4﹪，為 20 年來首次減退；而協議金額

則下降了 21.3﹪，為近 5年以來首次下降，可見外商投資意願降低。主要原因為

內需不振，廠商獲利不易；此外大陸貪污腐敗嚴重，法治不彰，政策變動頻繁，

均對外商投資造成負面影響。 

 

◆今年外資流入情勢仍須密切觀察其後續發展 
今年前 2 月，FDI 協議金額上升了 13.48﹪，但實際金額仍較去年同期下降

12.1﹪。鑑於大陸可能於今年加入WTO，對吸引外資應具正面作用，因此今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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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流入是否轉減為增尚須密切觀察其後續發展。 

 

六、匯率走勢 
◆人民幣匯率可望維持穩定 

由於今年以來大陸外貿出口強勁復甦，且前景樂觀，因此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大幅減輕，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可能維持在8.278兌1美元左右，貶值的機率不大。 

 

大陸當局因應措施之成效評估 
 
一、 擴大內需成效評估 

◆大陸今年將進一步擴大「國」債規模 

由於民眾消費、企業的投資信心仍未明顯恢復，大陸今年仍將實施積極性財

政政策，進一步增發「國」債。據「財政部」部長項懷誠於九屆人大第三次會議

預算草案報告中指出，今年的「國」債規模達人民幣4,380億元，較去年擴大；

而「中央」財政赤字也將增至 2,299億元（香港信報，2000.3.7，p.10）。可見大陸經濟發

展的自發性成長動力尚嫌不足，仍須靠政府投資拉動。 

 

◆大陸學者指積極性財政政策非長久之計 

大陸著名經濟學者董輔礽指出，大陸經濟問題主要是效率不彰，並且有效需

不足。積極性財政政策固然可以在短期內刺激有效需求，但不能長久實施，否則

將產生「國」債過高、通貨膨脹、經濟波動等危機。此外，積極性財政政策也不

能有效改善經濟效率低落的問題。大陸當局應加速「國」企改革、調整經濟結構，

並積極啟動民間投資及吸引外資，才能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國」企改革成效評估 

◆「國」企經營效率未顯著改善 

大陸「總理」於第九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中強調：「實現國企改革和脫困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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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見「國」企改革的重要性。而今年是「3

年國企改革」的最後1年，因此格外受到注目。大陸「國」企虧損嚴重、負債累

累，主要原因為政企不分、冗員過多，企業的社會負擔太重；官僚體系貪污腐敗，

以權謀私所致。 

由於大陸當局連續數年實施積極性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對「國企」的經營

應有所助益。然而，整體而言，「國」企的經營績效仍無顯著改善。「經貿委」主

任盛華仁稱去年「國企」的實現利潤創新高（達人民幣 967 億元），「國企」3年脫困的

目標可望達成（經濟日報，2000.3.8，p.11）。但就實際情勢分析，為了刺激疲軟的經濟景

氣，大陸當局自1998年初以來兩次增發「國」債（增發總額共達人民幣 1,600 億元），這些

資金主要流向「國企」，「國企」利潤自然也就增加了。因此「國企」利潤創新高

並非全然由於經營效率的提升，「國企」改革的前景依然問題重重。 

 

◆「經貿委」稱「國」企造假賬謀優惠 

大陸「國家經貿委」主任盛華仁表示，大陸今年新增加一批虧損的「國」企，

然而新增虧損「國」企中，約40﹪的企業之虧損額在100萬人民幣以下。盛華仁

認為，部份「國」企為了享受當局所給予虧損企業的特殊優惠，故意將財務賬目

做成虧損，可見「國」企「說假話，報假賬」的風氣仍然嚴重，相當不利大陸整

體「國家」形象及長遠經濟發展（香港信報，2000.3.8，p.10）。 

 

三、就業情勢分析 

◆今年下崗失業職工將達高峰 

大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表示，大陸今年將新增500萬下崗（停

工待業）職工，加上去年尚未轉業的 650萬人，今年全大陸失業人口將達高峰，約

為 1,100-1,200萬人之間。龐大的生活保障支出，使得中共財政負擔沈重（經濟日

報，2000.3.8，p.11）。大陸就業前景不容樂觀。 

 

◆大陸加入WTO後失業率將進一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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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左已指出，由於今年是「國」企改革第3年，改革速度加快，無可避免將

出現下崗職工大量增加的現象。此外，大陸可能於今年加入 WTO，由於外國農產

品和外商企業的強力競爭，屆時大陸農業、工業將可能遭受巨大衝擊，將可能有

大量的農民、工人失去工作，預計失業率將進一步上升。 

 

◆葫蘆島暴動事件只為冰山一角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大陸今年2月發生於遼寧省葫蘆島當地鉬礦廠的兩

萬工人暴動事件，雖已被「解放軍」鎮壓住，但事實上，大陸此類的示威抗議事

件十分頻繁，單瀋陽一地即發生過數百次，葫蘆島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參 5）。

大陸失業問題其實遠比當局所公佈的數據更為嚴峻， 失業問題實為嚴重影響大

陸社會安定、甚至中共政權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四、金融改革成效評估 

◆大陸當局積極進行各項金融改革 

由於大陸可能於今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大陸的銀行管理機制和經營效

能及人民銀行的監管能力也將面臨新的挑戰，因此大陸當局積極進行金融改革，

努力提高競爭力。 

「人民銀行」表示，近期內將推動儲蓄實名制，整頓舊有混亂的存戶名單，

建立各省市間的電腦連線。此措施不僅可防範官員貪污腐敗、完善稅收體制，更

可建立民眾消費信用，有助於擴大內需。並且由於加入WTO在即，大陸金融體制

必須合乎國際規範，實名存款及電腦連線為勢在必行的措施（經濟日報，2000.3.30，

p.11）。此外，「人民銀行」決定計畫更新金融業監管理念，合理調整貨幣信貸職責

分工，鼓勵創新提升競爭力（經濟日報，2000.3.30，p.11）。再者，「人民銀行」行長戴相

龍表示，將全面清理金融法規，建立金融業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以合乎國際

規範標準（經濟日報，2000.3.20，p.11）。 

 

◆金融體系結構性問題難根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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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當局雖對金融體系積極進行改革，但由於大陸銀行為國有制，政府政策

可直接影響銀行的借貸決策及其他事項的決定權，嚴重阻礙銀行的獨立自主性及

經營效率。由此可知，大陸當局雖積極推動金融體系的各項改革措施，卻沒有改

變銀行的國有制度，並無法根本解決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問題。 

 

五、「西部大開發」計畫整體評估 
◆政策與財政大幅集中開發西部 
對於即將跨入21世紀的大陸而言，「西部大開發」計畫儼然成為跨世紀代表

性議題，地位如同 80年代的東南沿海開放及 90年代的上海浦東開發計畫。「西

部大開發」計劃將列入中共「十五計畫」，而大陸當局也設立了「西部開發領導

小組」，由朱鎔基負責（工商時報，2000.3.8，p.11）。 

總體而言，大陸目前沿海地區經濟相當繁榮，但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後，因

此出現了5種不良狀況：（1）沿海地區日益依賴海外市場，受海外市場影響很大，

加重沿海地區經濟的不穩定性（2）沿海地區經濟與中西部經濟聯繫日益減少，

沿海地區經濟缺乏腹地，無法進一步發展（3）由於中西部相對落後，制約大陸

擴大內需政策之成效（4）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中西部

居民生活相當困難，犯罪率不斷上升（5）西部地區大部份為少數民族地區，若

經濟發展與沿海地區相差過大，顯然會加重與漢族之間的矛盾，甚至形成諸如「疆

獨」、「藏獨」等獨立運動（香港信報，2000.3.8，p.15）。 

大陸「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表示，今年將投入「國」債資金的70﹪在西部

開發計畫，較去年的60﹪增加10個百分點；國際資金的金融貸款也有70﹪集中

於西部。而依照目前的計畫，今年西部共開展 10個新的大項目工程，加快「西

氣東輸」前期工作，並投入 300多億人民幣用於 78個大中型工程，政策與財政

傾斜的程度相當突出，與過去東南沿海的開發相比，不遑多讓（工商時報，2000.3.8，

p.11）。 

曾培炎表示，西部大開發計畫主要包括以下 3個重點：（1）交通運輸（2）

電網、通信和廣播電視（3）水利，並要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以及積極探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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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開發的新思路、新辦法（大陸經濟日報，2000.2.28，p.1）。 

  

◆臺外商多不看好 

儘管西部大開發計畫將是大陸 21世紀最重要的經濟發展主軸之一，但臺外

商多不看好其前景。主要由於西部軟、硬體設施普遍不佳，基礎設施薄弱，運輸

費用太高，對臺外商缺乏投資吸引力。其次由於西部地方官員素質低落、觀念與

沿海省份官員相差太大，再加內陸省份政企不分和走後門、亂收費的現象特別嚴

重，嚴重影響臺外商投資意願。 

西部開發計畫為一複雜的大工程。因為西部地區普遍貧窮落後，因此儘管大

陸當局積極加強基礎建設投資，但民眾可能並沒有需求。例如修建高速公路，民

眾可能為了省錢，寧可行經一般公路，也不使用高速公路。如此一來，高速公路

肯定虧損，而這種現象在西部極為普遍。因此，專家認為西部開發計畫將遇到重

大困難。 

 

六、統計數據造假嚴重 

◆「人民日報」承認「領導干預統計數字現象很普遍。」 

大陸「人民日報」承認「虛報、瞞報、偽造、篡改、拒報統計資料等違法行

為時有發生，甚至有滋長蔓延之勢。」「領導干預統計數字現象很普遍。」（參 6）

而美國「新聞週刊」也認為，大陸加入WTO固然有助於經濟現代化，但並無法徹

底改變官員說謊習性。偽造數據風氣盛行，已對外商企業營運造成相當程度的困

擾（參 7）。 

 

結論 
◆經改成敗影響政權安定 

綜上所述，可知大陸目前總體經濟情勢仍維持穩定成長，並且出口可望強勁

增長，但若深入細察，則可知內部結構性問題相當繁多，如國企改革、職工下崗、

金融改革、加入WTO對產業的衝擊、西部大開發等，無一不是複雜龐大的艱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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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此外，大陸當局由於仍難擺脫意識型態的框架，對企業的干預過多，導致「國

企」的經營太過僵化，加入WTO後前景堪虞。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日益龐大的失

業人口，預料加入WTO後失業問題亦將更加嚴重。大陸當局如何妥善因應以上難

題，不僅關係著大陸經濟長期的發展，更與大陸政權穩定與社會安定息息相關。 

 
表 2 2000 年 1-2 月大陸經濟重要指標 

項                             目 數          值 較上年度增減﹪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元人民幣）        82054＊          7.1﹪＊ 

工業生產增加值（億元人民幣）         3130         10.4﹪ 

居民消費品價格總指數（CPI） 

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RPI） 

          0.3﹪ 

        -1.7﹪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人民幣）         5767.8         10.9﹪ 

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億元人民幣）          955          8.6﹪ 

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出口 

  進口 

  出超 

         602.6 

         315.7 

         286.9 

          28.9 

        47.1﹪ 

        41.2﹪ 

        54.2﹪ 

       -23.0﹪ 

外人直接投資（FDI） 

     實際金額（億美元） 

     協議金額（億美元） 

 

          36.85 

          62.56 

 

       -12.4﹪ 

        13.48﹪ 

外匯儲備（億美元）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1547＊ 

            8.2786 

 

＊：為去年底之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發布，新華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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