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7 年中國大陸第一季經濟情勢概況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魏艾主任主稿
 2017 年中國大陸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維持穩中求進，續推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並透過減稅降低企業負擔，確保在「穩增長」的同時，
進行「調結構」、
「惠民生」及改善經濟薄弱環節。
 2017 年中國大陸第一季經濟運行平穩發展，GDP 增長 6.9％，工
業增加值增長 6.8％，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9.2％，均優於原先預期，
且進出口總值增長率亦由負轉正，經濟呈現回穩的現象，惟未來
發展仍待觀察。
 近期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仍將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負面效應、政
府債務風險等內在因素，以及美元升息、全球通貨膨脹預期，特
別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外部因素影響。

（一） 前言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迄今已將近 40 年，這期間伴隨著經
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社會經濟也急遽變遷，再加上詭譎多變的世
界經濟情勢，特別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大陸經濟的巨大
衝擊，造成投資經營環境的重大轉變，中國大陸已不可能再維持接近
10％的高速經濟增長。面對國內外複雜的經濟形勢，導致中國大陸經
濟增長速率不斷下滑的趨勢，自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
便確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2014 年年底中共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正式界定「經濟新常態」的政策內涵； 2015 年年底中
共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調控政策。歷經一年多的執行，
此一調控政策雖獲得初步的成效，但是大陸經濟運行仍存在諸多難以
克服的矛盾和問題。今（2017）年大陸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仍以「進
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第一季大陸 GDP 同比增長 6.9
％，比去（2016）年同期及去年第四季分別上升 0.2、0.1 個百分點。特
別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也較預期來得好，經濟運行平穩，但這是否
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形勢走向回升的穩定趨勢，仍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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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大陸「經濟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調控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
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
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累積和化解、資源配置
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個面向來定義「新常態」的內涵。但是一般
對於「經濟新常態」的認知，是中國大陸經濟只能維持「中高」速的
經濟成長，以致近年來中共不斷調低每年的預期經濟增長目標，
2012-2014 年的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均為 7.5％，2015 年為 7.0％，2016
年為 6.5-7％，而 2017 年為 6.5％。但是過去 30 多年來，中國大陸經
濟增長率只有 3 次連續 2-3 年低於 8％：第一次是 1979-1981 年改革
開放初期的經濟體制調整時期；第二次是 1989-1991 年為抑制經濟增
長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治理整頓」時期；第三次是 1998-1999 年遭受
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而大陸經濟也面臨通貨緊縮的時期。這三次經
濟增長下滑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擾，隨後都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
此次則為第四次，究竟是短暫探底還是長期換檔，經濟增速能不能「回
得去」，降低增速會不會演變為失速（田俊榮、白天亮、朱隽、劉志強，「中國經
濟新方位」
。人民日報，2016.12.14）
，以致海內外對於中國大陸經濟不時出現「硬

著陸」的疑慮。
基於對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的此一基本認知和判斷，近年來中
共有關大陸經濟發展策略和短期宏觀調控政策的擬定，都是圍繞在
「經濟新常態」為主軸的決策思維。在長期經濟發展策略和短期宏觀
經濟調控政策的擬定上，當然必須考量到短期與長期、供給與需求、
內需與外需等三個辯證關係（鄭新立，「當前宏觀調控應把握的三個辯證關係」。宏觀
經濟管理（北京）
，2016 年第 12 期）
。而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增強內生增長動力、

如何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趨動的發展方式以提高增長質量、以及如何
適應潛在經濟增長率穩中趨降、經濟增速由高速轉向中高速的必然趨
勢，更是當前中共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 （馬立平、張前榮，「十三五」時期宏觀
調控政策思路分析」。宏觀經濟管理（北京）
，2016 年第 4 期）。

具體而言，近年來中國大陸面臨經濟增長下滑的壓力，中共不斷
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先後實施了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
調控，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以期能穩定市場信心和社會預期，並促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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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平穩運行和結構優化升級。很顯然的，在宏觀經濟調控
政策的推行上，中共必須在「穩增長」
、
「調結構」
、
「促改革」
、
「控物
價」
、
「惠民生」等短中期經濟政策目標中有所取捨和偏重，而「穩增
長」和「調結構」則是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

（三） 2017 年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2015 年 10 月 26-29 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
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期望能藉此確保 2020 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並在 2016 年
3 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十三五規劃綱要」（2016-2020
年）。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面，2015

年 12 月 18-21 日召開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決定，2016 年中共將會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努力化解過
剩產能和房地產庫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並透過減稅以降低企業負擔，以及繼續深入推行簡政放權，處
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扮演決定性的作用，同
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具體調控措施和政策上，則要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降成本、補短板（改善薄弱環節）」（三去一降一補），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
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
動力。是以，結合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的供給側改革，便成為 2016
年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內涵，其政策意涵很顯然是希望能藉深化「調
結構」和「促改革」來維持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下，2016 年大陸 GDP
較上年增長 6.7％，全年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2.0％，
第四季末全大陸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4.02％，控制在 4.5％以內的目標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1.24）。從中共有關大陸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指

標概念來看，2016 年大陸經濟運行確實守住穩增長（6.5％至 7％）下限、
保就業（失業率控制在 4.5％以內）和控物價（CPI 漲幅控制在 3％左右）上限的「合
理區間」
。此外，在結構調整方面，2016 年，中國大陸原煤產能同比
下降 9.4％，鋼鐵、煤炭的去產能任務均提前完成；2016 年 11 月底，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同比增 0.5％，增速同比減緩 4.1 個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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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商品庫存水平持續下降，12 月底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底減
少 2,314 萬平方米（人民日報，2017.1.21）。
儘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調控政策獲得初步的成效，但是目前
依靠行政命令式去產能，很多地方去產能演變成「去產量」，真正產
能並沒有削減，以致每當價格開始復甦，一些企業再度開工生產，當
政府監管弱化時，過剩產能又死灰復燃。再以「去庫存」為例，2016
年，在許多城市透過限購、限價、限貸、整頓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等
手段進行密集調控，此種調控政策和措施基本上是從需求側的管理著
手，短期間固然能發揮某些成效，但是卻忽略房地產供給的失衡和區
域性的差異，以致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雖然有所減少，但三四線城
市去庫存仍有相當嚴重的問題（鄒士年，「房地產市場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宏觀經濟管理「北京」
，2016 年第 11 期）
。

面對 2016 年宏觀經濟調控執行成效及大陸經濟所存在的矛盾和
問題，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揭示，2017 年大陸宏觀經
濟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
，在穩的前提下 2017 年仍要繼續實施積極
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
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的需要。
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的新變化，調節好貨幣
供應、暢通貨幣流通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同時在增強
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要
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
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 2017 年第一季大陸經濟情勢及其特點
今（2017）年 3 月「兩會」期間，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
工作報告」揭示 2017 年大陸社會經濟主要具體任務指標為：國內生
產總值（GDP）增長 6.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 3％左右；城
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5％以內；進出
口回穩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強度下降 3.4％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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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面，仍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
的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為：
1. 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2017 年赤字擬按 3％安排，財政赤字
2.38 兆元（人民幣）比上一年增加 2000 億元。
2. 進一步減稅降費，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 3500 億元左右，涉企收費
約 2000 億元。
3. 財政預算安排要突出重點，加大力度補短板（薄弱環節）、惠民生，
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增長 9.5％。
4. 各級政府一律按不低於 5％的幅度壓低一般性支出，絕不允許增
加「三公」經費。
在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2017 年貨幣 M2 和社會融資規模餘額預
期增長均為 12％；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三
農」和微小企業。這些重點工作任務便是要求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
補」，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進一步釋放國內需求潛力，
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以及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
收。
從上述的預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具體宏觀調控政策看來，今
（2017）年大陸經濟基本上延續去（2016）年下半年以來穩中求進的發展

態勢，並且獲得較預期為好的成效。根據中共所公佈的資料顯示，今
（2017）年第一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

6.9％，其中，第

一產業增長 3.0％，第二產業增長 6.4％，第三產業增長 7.7％；全大
陸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8％，增速比上年同期上升 1.0 個
百分點，比上年全年提高 0.8 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
增長 9.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1.1 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同
比增長 9.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2.2 個百分點（中共國家統計局，2017.4.17）。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0.0％，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3 個百
分點；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1.4％，漲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0.7 個百
分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 7.4％，上年同期為下降 4.8％；
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上漲 9.4％，上年同期為下降 5.8％。
今（2017）年第一季大陸經濟運行呈現出如下的特點：1.經濟增速
回升。第一季 GDP 同比增長 6.9％，比上年同期加快了 0.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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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第四季加快 0.1 個百分點。特別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速
為 6.8％，比上年同期加快了 1 個百分點。2.物價總體平穩。2017 年
第一季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 1.4％，漲幅較上年同期回落 0.7
個百分點，其中城市地區上漲 1.5％，農村地區上漲 1.1％；按類別區
分，食品類下跌 2.1％，非食品類上漲 2.3％。居民消費價格呈現溫和
上漲的態勢。3.進出口貿易增長由負轉正。2017 年第一季進出口總
值增長 21.8％，上年同期為負 5.9％，其中，出口值增長 14.8％，上
年同期為負 4.2％；進口值增長 31.1％，上年同期為負 8.2％。

（五） 影響大陸經濟情勢發展的內外在因素
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目標不斷
下調。2016 年調降為 6.5％-7％之間，2016 年全年增長率雖達 6.7％
的合理區間，而 2017 年的增長目標則訂在 6.5％。有論者認為中國大
陸經濟已達 L 型底部。不過，中共官方認為，由於國際和國內經濟依
然錯綜複雜，經濟穩中向好的基礎尚不牢固，仍面臨諸多的問題和挑
戰，以致中國大陸經濟的平穩運行仍存在不確定性。
以中共內部的經濟調控而言，
「去產能」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去
產能」之所以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一方面，產能過剩是當前經濟運行
的主要矛盾，導致企業投資經營信心下降，除煤炭和鋼鐵產業之外，
還有很多行業，包括水泥、粗鋼、平板玻璃、電解鋁和造船業等均出
現產能過剩現象，必須加以化解。另一方面，去產能外溢效應顯著，
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拉引的作用。特別是若能鏟除那些喪失
自我發展能力，必須依賴非市場因素，即政府補貼、銀行續貸而生存
的「僵屍企業」，對經濟運行將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但是繼續化解
過剩產能將立即面臨如何處置這些企業的債務、職工安置等棘手問題。
此外，「去產能」也將波及煤炭、鋼鐵產業的上下游行業。如何平衡
產能、保就業和防範風險間的關係，盡量降低去產能的負效應至關重
要。
2017 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要特點之一，
便是把「防風險」列為重要的調控目標。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部分，據中共方面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底，地方政府債務 16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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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幣，下同），2015 年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餘額/綜合財力）為 89.2％，
低於國際通行警戒標準。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 10.66 兆
元，中共政府的債務率（債務餘額/GDP）為 38.9％，低於歐盟 60％的警戒
線（曾金華，「強化責任意識，防控債務風險」。經濟日報「北京」，2016.12.13）。中共認為
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可控的，但是信貸廣泛增長，已衍生龐大且難以量
化的影子銀行問題，隨著中國大陸製造業主導的經濟持續放緩，政府
部門透過信貸支持基建發展和房地產市場，當經濟持續不振時，債務
風險將會凸顯，甚至難以處理，將影響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的穩定發
展。
在外在因素方面，依目前的情勢看來，在美元升息衝擊、全球通
貨膨脹預期上升，地緣突發事件，特別是極右翼主義在歐洲抬頭，
「反
歐元」甚至要求脫歐可能頻發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情勢近期的發展難
以樂觀。對中國大陸尤其重要的是，美國新任總統川普重建美國製造
業，藉租稅優惠吸引跨國企業回美國投資，以及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可
能引發的中美貿易戰爭，對中國大陸經濟可能的衝擊更是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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