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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 
¢經濟成長：大陸 2013 年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為24兆8,009億人民

幣，與2012年第二季相較，增長7.6%。若細分產業來看，第一產

業為1兆8,622 億人民幣，與去年同期相較增長3.0%；第二產業為

11兆 7,037億人民幣，增長7.6%；第三產業為11兆2,349.8 億人民

幣，增長8.3%。 

¢固定資產投資：2013年1-6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18兆1,318億人民

幣，較去年同期增長20.1%。 

¢外貿與外資：2013年上半年大陸進出口總額1.99兆美元增長8.6%。

其中出口1.53兆美元，增長10.4%；進口約9,448.7億美元，增長6.7%

；貿易順差達1,079.5億美元。但6月份單月進出口雙降，分別年減

0.7%與3.1%，是17個月來首度進口與出口同步衰退，出口成長率

更是創下44個月新低。在利用外資方面，1-5月份實際使用外資金

額476.0億美元，增長1%。 

¢物價：2013年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2.7%，較5月份

大幅增加0.6個百分點，為2012年6月份以來的第二高點。 

¢匯率：2013年第2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至6月底止人民幣

匯率為1美元兌6.1787元人民幣。 

●總體經濟成長 

一、2013年第二季GDP增長7.6%，較第一季回落0.1個百分點 
大陸 2013 年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為24兆8,009億人民幣，與2012年第二季相

較，增長7.6%。從產業面觀察，第一產業為1兆8,622 億人民幣，與去年同期相較

增長3.0%；第二產業為11兆 7,037億人民幣，增長7.6%；第三產業為11兆2,349.8 億

人民幣，增長8.3%。而第二季的GDP增長率較第一季低0.1個百分點，大陸國家統

計局表示主要有三項因素：第一，潛在生產率下降。目前大陸在進行結構轉型的

階段，在這個階段勞動力、土地、市場這些資源要素都會發生變化，在同樣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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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技術沒有突破的情況下，產出的邊際效益在遞減。第二，國際經濟情勢仍然

不樂觀。雖然美國經濟逐漸復甦，但是歐洲等經濟體持續低迷，加上人民幣有升

值壓力，使大陸勞動力的價格提高，同時出口情況也愈來愈困難。第三，大陸政

府主動調控的結果。今年以來大陸政府特別重視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其中

一些調控措施，例如房地產的調控力道仍持續增強，不只如此，反對公款消費的

八項規定對餐飲消費也有影響（大陸國家統計局）。 

 
二、工業生產 
◆2013年1-6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9.3% 

2013年1-6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較去年同期增長9.3%。6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較去年同期增長8.9 %（以下數值均為實際增長率），比5月份下降0.3個百分點。從不同

的經濟類型觀察，6月份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加值較去年同期增長6.3%，集體

企業增長1.7%，股份制企業增長10.5%。若從不同的行業來看，41個大類行業中有

40個行業與去年相較均保持成長。若分地區觀察，東部地區增加值較去年同期增

長8.1%，中部地區增長9.4%，西部地區增長11.2%。分產品來看，464種產品中有

310種產品較去年同期增長。工業企業產品銷售率為97.5%，比上年同期提高0.3個

百分點。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9,800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名義增長2.1%（大陸

國家統計局）。 

¿ 2013 年6 月PMI 為50.1%，為今年2月來的最低點，但已連續9 個

月位於臨界點以上 

    2013年6月份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1%，比5月份降低0.7個百

分點。分企業規模觀察，大型企業PMI為50.4%，比5月分減少0.7個百分點；中型

企業PMI為49.8%，比5月份下降1.6個百分點；小型企業PMI為48.9%，比5月份回

升1.6個百分點。而5個構成製造業PMI的分類指數均較5月份為低，其中，生產指

數為52.0%，比5月份下降1.3個百分點。新訂單指數為50.4%，下降1.4個百分點，

但仍位於臨界點以上。原材料庫存指數為47.4%，下降0.2個百分點。從業人員指數

為48.7%，下降0.1個百分點，已連續13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下。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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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50.3%，比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已連續4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 

另外，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為44.6%，比上月下降0.5個百分點，連續3個

月大幅低於臨界點，表明製造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持續降低。生產經營活動預

期指數則為54.1%，比上月降低2.2個百分點，自2013年4月以來，該指數每月平均

下降超過2個百分點，表示製造業企業對未來3個月內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持樂觀態

度的比例連續3個月都是大幅度的下降（大陸國家統計局）。 

 
三、消費 
¿1-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長12.7% 

2013年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兆8,827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3.3%

（若扣除價格因素則實際增長11.7%，以下除特別說明外均為名目增長）。其中，限額以上企業（單位）消費

品零售額為9,764億人民幣，增長11.5%。1-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兆764億人

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2.7%。若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6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

為1兆6,245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3.0%；鄉村消費品零售額為2,582億人民幣

，增長15.1%。1-6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9兆5,78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5%，

鄉村消費品零售額1兆4,975億人民幣，增長14.3%。 

若按消費形態觀察，6月份餐飲收入為2,059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9.5%；

商品零售為1兆6,768億人民幣，增長13.8%。1-6月份餐飲收入為1兆1,795億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增長8.7%；商品零售則為9兆8,969億人民幣，增長13.2%。在商品零

售中，限額以上企業（單位）商品零售額為9,100億人民幣，增長12.5%。1-6月份限額

以上企業（單位）商品零售額5兆1,508億元，增長11.7%（大陸國家統計局）。 

 
四、固定資產投資 
¿2013年1-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1% 

2013年1-6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8兆1,318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名

目增長20.1%。若分產業觀察，1-6月份第一產業投資3,884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

增長33.5%；第二產業投資7兆8,052億人民幣，增長15.6%；第三產業投資9兆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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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人民幣，增長23.5%。其中，第二產業工業投資7兆6,572億人民幣，增長16.2%

；採礦業投資5,454億人民幣，增長8.8%；製造業投資6兆3,257億人民幣，增長17.1%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投資7,861億人民幣，增長14.5%。分地區

來觀察，1-6月份東部地區投資8兆6,741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8.7%；中部地

區投資4兆9,509億人民幣，增長23.6%；西部地區投資4兆4,170億人民幣，增長22.7%

（大陸國家統計局）。 

 

¿ 2013 年1-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0.3%；住宅銷售額增長46.0%  

2013年1-6月份大陸房地產開發投資3兆6,828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名目增長

20.3%。其中，住宅投資為2兆5,227億人民幣，增長20.8%，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

重為68.5%。東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2兆1,140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8.7%

；中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7,645億元，增長20.8%；西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8,043

億人民幣，增長24.3%。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54億9,408萬平方米，較去年

同期增長15.5%；其中，住宅施工面積40億3,521萬平方米，增長12.9%。房屋新開

工面積9億5,901萬平方米，增長3.8%；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7億630萬平方米，增

長2.9%。房屋竣工面積3億5,346萬平方米，增長6.3%；其中，住宅竣工面積27428

萬平方米，增長2.7%。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為1億5,721萬平方米，較去年

同期下降10.4%；土地成交價款3,699億人民幣，增長7.5%。商品房銷售面積5億1,433

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增長28.7%；其中，住宅銷售面積增長30.4%，辦公樓銷售

面積增長31.7%，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面積增長8.3%。商品房銷售額3兆3,376億元，

增長43.2%；其中，住宅銷售額增長46.0%，辦公樓銷售額增長45.7%，商業營業用

房銷售額增長20.5%（大陸國家統計局）。 

 
五、對外貿易 
¿2013年1-6月進出口總額增長8.6% 

2013年上半年大陸進出口總額12.5兆人民幣（約1.99兆美元），扣除匯率因素較去年

同期增長8.6%。其中出口6.6兆人民幣（約1.53兆美元），增長10.4%；進口5.92兆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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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9,448.7億美元），增長6.7%；貿易順差6,770.6億人民幣（約1,079.5億美元）。6月份大陸進

出口總值2兆人民幣（約3215.1億美元），下降2.0%。其中出口1.1兆人民幣（約1,743.2億美元）

，下降3.1%，創下44個月來新低；進口0.91兆人民幣（約1,471.9億美元），下降0.7%，進

出口雙降是17個月來首見；貿易順差1,693.4億人民幣（約271.2億美元）。 

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2013年上半年大陸進出口的概況：一、進出口呈現逐步

回落的趨勢。第一季大陸進出口額為9,752.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3.5%。第二

季進出口1兆224.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3%。二、一般貿易平緩增長、加工貿

易增長缺乏動力。一般貿易進出口為1兆358.8億美元，增長6.3%，占同期進出口總

額的51.9%。一般貿易逆差233.7億美元，減少56.7%。同期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為

6,496.8億美元，增長1.1%，所占比重為32.5%。加工貿易項下順差1,729.6億美元，

減少7.6%。三、與歐盟、日本雙邊貿易下降，但對美國、東協貿易額則穩定增長

。大陸與歐盟雙邊貿易2,592.1億美元，下降3.1%。同期與美國的雙邊貿易總額為

2,440.1億美元，增長5.6%。與東協雙邊貿易總額為2,105.6億美元，增長12.2%。與

香港的貿易總額為2,066.5億美元，增長40.2%。與日本貿易總額為1469.2億美元，

下降9.3%，占大陸外貿總額的7.4%。四、廣東、江蘇等7個省市對外貿易合計占8

成，中西部外貿出口快速增長。廣東進出口總額5,544.1億美元。江蘇進出口總額

為2,600.5億美元，略降0.1%；上海進出口2,064.8億美元，下降3.7%。此外，浙江

、山東和福建進出口總額分別為1,593.9億、1,235.9億和827億美元。五、外商投資

企業所占比重降低，私營企業進出口快速增長。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9,058.4億美

元，占外貿總額的45.3%，所占比重較去年同期下滑了4.1個百分點。而私營企業進

出口6,320.9億美元，增長34.3%，占外貿總額的31.6%。此外，國有企業進出口3,615

億美元，占外貿總額的18.1%。六、機電產品出口穩定增長，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

表現不錯。機電產品出口6,085.6億美元，增長10.7%，占出口總額的57.8%。而出

口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傢俱、塑膠製品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2,100.2

億美元，增長12.6%（大陸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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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人投資 
¿2013年1-5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76.0億美元，增長1% 

大陸商務部資料顯示，2013年1-5月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609家，較去年同

期下降7.0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76.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月份新批設

立外商投資企業1,922家，較去年同期下降14.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2.6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0.3%。今年1-5月份亞洲十國/地區（香港、澳門、臺灣、日本、菲律賓、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韓國）對大陸投資新設立企業6,887家，較去年同期下降4.4%，實際

投入外資金額408.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0.57%。美國對大陸投資新設立企業451

家,較去年同期下降21%，實際投入外資金額15.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2.62%

。歐盟27國對大陸投資新設立企業588家，較去年同期下降14.16%，實際投入外資

金額34.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4.1%。1-5月份對大陸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以

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依次為：香港（304.5億美元）、日本（34.1億美元）、臺灣（25.1億美元）、新加

坡（23.8億美元）、美國（15.8億美元）、德國（12.2億美元）、韓國（11.6億美元）、法國（4.8億美元）

、泰國（4.44億美元）和盧森堡（3.2億美元），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大陸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2.4%。 

七、消費者物價指數 
¿2013年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7% 
2013年 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較去年同期上漲 2.7%。其中，城市上漲 2.6%，
農村上漲 2.8%；食品價格上漲 4.9%，非食品價格上漲 1.6%；消費品價格上漲 2.6%，
服務價格上漲 2.7%。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比去年同期上漲 2.4%。 

6月份食品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4.9%中，肉禽及其製品價格上漲4.8%，影響居

民消費價格總水準上漲約0.34個百分點（豬肉價格上漲1.1%，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準上漲約0.03個百分點）；鮮菜價格上漲9.7%，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上漲約

0.26個百分點；鮮果價格上漲11.4%，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上漲約0.22個百分

點；糧食價格上漲5.1%，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上漲約0.15個百分點；水產品價

格上漲3.1%，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上漲約0.08個百分點。居住價格較去年同期

上漲3.1%。其中，住房租金價格上漲4.1%，水、電、燃料價格上漲2.6%，建房及

裝修材料價格上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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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統計局指出，造成6月CPI走升的原因包含遞延效果、去年同期的比

較基期較低、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數據顯示6月CPI較5月上升0.6個百分點，通膨

水準為四個月高點，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助漲CPI升高的原因，是年初信貸激增結

果。大陸正在遏止信貸規模激增，但經濟成長仍持續疲弱，凸顯大陸正面臨政策

制定的「兩難」，到底是該為日趨疲弱的經濟提供更多支援，還是該收緊流動性

阻止過度放貸。儘管CPI升幅較大，但一般認為，通膨並非大陸現今最重要的問題

。即使今年上半年大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2.4%，但仍遠低設定全年上漲3.5%的目

標。與CPI同時公布的還有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大陸6月PPI為-2.7，衰退幅度較5

月縮小0.2個百分點，但已是連續第16個月為負增長。這代表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

跌，內需疲弱，大陸經濟已深度疲軟。澳新銀行指出因由於需求不足，企業基本

沒有能力提高價格。華寶信託也指出歐洲PPI的跌幅已大幅縮小，但大陸仍下跌很

多，代表大陸經濟衰退壓力較大，也許將出現通縮風險。路透社則指出不論是CPI

漲幅擴大或PPI跌幅縮小，都反映大陸經濟不慍不火，與目前經濟趨緩的態勢吻合

。本屆政府已增加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即便第2季GDP回落至7.5%附近，但中央

政策重點仍然是去槓桿、調結構，不會祭出大規模的刺激政策（經濟日報，2013.7.10）。 

 

●貨幣與金融 

一、廣義貨幣（M2）餘額105.5兆人民幣，增長14.0%，狹義
貨幣（M1）餘額31.4兆人民幣，增長9.1% 

2013年6月底廣義貨幣（M2）餘額105.5兆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14.0%，比5

月底低1.8個百分點，但比2012年底高0.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31.4兆人民

幣，較去年同期增長9.1%，比上月底低2.2個百分點，比2012年底高2.6個百分點；

流通中貨幣（M0）餘額5.4兆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9.9%（大陸人民銀行）。 

 
 



17 
 

二、國債殖利率、隔夜、7天期單筆拆借利率暴漲 
大陸人民銀行自去（2012）年向下調整存貸款利率後，至2013年第二季再無變動

。但大陸國債價格於6月20日收盤全線暴跌，1年期國債殖利率漲至4%，10年期國

債殖利率升至3.7%，二者利率倒掛達30個基點，短債殖利率比長債還要高，主要

原因是銀行間資金面吃緊。同時，隔夜和7天期單筆拆借利率最高達25%。隔夜和7

天期拆款利率分別以11.62%、11.86%收盤（經濟日報，2013.6.21）。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分析，銀行業資金趨緊並非貨幣政策收緊造成。而是時間接近季末，銀行因

應考核需求，資金缺口較大，因此減少放貸有關。同時此次大陸銀行業的錢荒，

也是因為過去幾年商業銀行隨心所欲擴張業務，規模擴張達到極點後的集中爆發（

工商時報，2013.6.24）。 

 

三、匯率 
2013年第2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趨勢，至6月底止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

兌6.1787元人民幣。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即期匯率開始背離中間價走勢，同時人

民幣遠期匯率低於即期匯率，顯示市場對人民幣快速升值偏謹慎。瑞銀證券表示

，隨著匯率升值過快負面影響浮現，再加上大陸經濟基本面的表現，這一輪的人

民幣升勢可能已接近尾聲，逆轉情況將馬上到來（經濟日報，2013.6.14）。路透社指出即

期匯率再度升值的空間已經不大，因為人民幣今年以來已經升值夠多了，大陸的

經濟基本面也不支持人民幣持續升值，因此市場對於人民幣匯價的觀望情緒非常

濃厚，瑞銀證券也持相同看法。大陸建行表示，人民幣至今已累計一定的升值幅

度，大陸不希望人民幣大幅升值影響出口表現（工商時報，2013.6.14）。 

 

四、外匯儲備 
2013年6月底大陸外匯儲備餘額為3.5兆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匯儲備的近

3倍。即使外匯儲備的總量龐大，但成長速度已慢慢減緩，10年前大陸的外匯儲備

每年增加1,000億美元以上。尤其是2007年至2010年每年增加4000多億美元。但自

2011年年中起，外匯儲備增速開始放緩，當年增加3,338億美元，2012年更是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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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304億美元，創下2004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大陸建設銀行表示，今年第一季外

匯儲備雖增加了1,300億美元，然而二季度很快降低至600億美元左右，因此預計年

底外匯儲備餘額將大約3.5至3.6兆美元。有多項因素導致大陸外匯儲備增速放緩：

第一，美國經濟有所回暖，使部分資本開始從包括大陸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回流

美國；第二，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甚至出現人民幣升值到位應當貶值的觀點，

使一些意在逐利的國際資本流入大陸的動力不足；第三，今年5月以來，大陸國家

外匯管理局推出一系列措施打擊以套利為目的的虛假貿易和異常結售匯等（中央通訊

社，2013.7.14）。 

 

●重要政策與展望 

一、重要政策 
¿發布「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通知」 

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為防範外匯收支風險，發布「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

關問題通知」，內容包含：第一，加強銀行結售匯綜合資金管理。除政策性銀行外

，銀行結售匯綜合資金限額計算公式為：「各銀行當月結售匯綜合資金下限=（上

月末境內外匯貸款餘額-上月末外匯存款餘額×參考貸存比）×國際收支調節係數」

。其中：陸資銀行的參考貸存比為75%，外資銀行的參考貸存比為100%，國際收

支調節係數為0.25；境內外匯貸款餘額、外匯存款餘額根據大陸人民銀行「金融機

構外匯信貸收支月報」中的資料計算，境內外匯貸款不含境外籌資轉貸款。外匯

貸存比超過參考貸存比的銀行，應在每月初的10個工作日內（初次實施應於2013年6月底前）

將綜合資金調整至下限以上；銀行綜合資金下限調整後，其上限隨之上調相同額

度。外匯貸存比低於參考貸存比的銀行，原有的資金限額保持不變，但應把握外

匯貸款的合理增長，防止外匯貸存比過度波動。 

第二，加強對進出口企業貨物貿易外匯收支的分類管理。外匯局應及時對資

金流與貨物流嚴重不相符或流入量較大的企業發送風險提示函，要求其在10個工

作日內說明情況。企業未及時說明情況或不能提供證明資料並做出合理解釋的，

外匯局將其列為B類企業，實施嚴格監管。此類企業列入B類後，符合相關指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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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3個月正常等條件的，外匯局將其恢復為A類。B類企業轉口貿易項下外匯收入，

應在其進行相應轉口貿易對外支付後方可結匯或劃轉；同一筆轉口貿易業務的收

支應當在同一家銀行辦理；新簽訂的轉口貿易合約，其收入和支出的結算貨幣應

當同為外匯或人民幣。第三，嚴格執行外匯管理規定。銀行應強化責任意識，提

高執行外匯管理規定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得協助客戶規避外匯管理規定；應加

強對業務部門和分支機搆的指導，保持貿易融資合理增長；加強對虛構貿易背景

等行為的審查，主動報告可疑交易並積極採取措施防止異常跨境資金流入。第四

，加大核查檢查與處罰力度。外匯局應高度重視異常資金流入風險，強化監測分

析與視窗指導；對異常資金流入線索，應主動開展現場核查或檢查；對於使用虛

假單證進行套利交易的案件，依法從重處罰；對違反外匯管理規定導致違規資金

流入的銀行、企業等主體，應依法給予罰款、停止經營相關業務、追究負有直接

責任的相關人員責任等處罰，並加大公開披露力度。 

 

¿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6月21日在上

海舉行「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雙方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就兩

會已簽協議的執行情況交換意見，並確定兩會下一輪會談協商議題規劃。雙方就

有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達成共同意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有利推動兩岸服

務貿易正常化和自由化，相互開放服務業市場，促進共同發展。協議規定了兩岸

服務貿易的基本原則、雙方的權利義務，未來合作發展方向及相關工作機制等內

容，並確定了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在早期收穫基礎上更大範圍地降低市場進

入門檻，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臺灣對大陸開

放共64項，大陸對臺開放共80項，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行銷、

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雙方同意，繼

續加快ECFA貨品貿易、爭端解決協議的商談過程，爭取在今年完成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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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望 
IMF發布報告預測大陸GDP，報告指出隨著出口回升和先前放貸發揮作用，預

期大陸GDP下半年出現反彈，促使全年經濟成長達到7.75%，超過外界議論紛紛的

「李克強防線」。IMF也提示大陸經濟所面臨的8項風險，其中以「歐洲增長緩慢的

情況長期持續」以及「貨幣寬鬆轉向，資產價格暴跌」兩項的爆發機率最高，屬

高風險因子，預期引爆後恐嚴重衝擊出口。屬中度風險的，則包括「過剩產能積

累和資源錯配」、「歐元區金融壓力再度爆發」及「美、日主權債券收益率上升2%

」；至於先前持續為外界詬病的影子銀行、地方債及房價難控等問題，IMF則認為

屬低度風險，大陸更須擔心上述由外部因素引發的問題。不過，IMF表示2012年大

陸「實際政府債務」（加計政府融資工具和預算外基金的債務）達GDP的45%，儘

管該數字仍屬可控，但在財政上的迴旋餘地小於以往。IMF同時對大陸現階段著手

進行的經改做出評估，認為大陸若無力兌現改革承諾，提高內需在經濟結構中的

作用，至2020年，大陸GDP成長率恐腰斬至4%左右（旺報，2013.7.19）。 

另外，大陸國家資訊中心表示雖然第二季的GDP增長放緩，但仍在預期範圍

內。根據大陸穩增長政策效應、去年第三季基數較小和庫存回補等因素，預計今

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將有所反彈，且能達成全年GDP增長7.5%的目標（新報，2013.7.16

）。而在人民幣方面，大陸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第3季展望報告，指

出大陸經常帳順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5%左右，代表人民幣匯率進入均衡區域

，因此長期持續升值的基礎並不存在。同時，監管機構積極打壓熱錢，顯示這一

輪人民幣快速升勢可能已接近尾聲，隨著匯率改革的不斷地推進，雙向波動將成

為常態（中央通訊社，2013.6.26）。 

（經濟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