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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取得四大成效

本月下旬，中国经济 2016 年年度成
绩单就将出炉。据测算，2016 年中国的
经济总量有望突破 70 万亿元人民币，增
量与 5 年前年增长 10%时的增量基本相
当，相当于 1994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在全
球主要经济体中十分突出。

无论是经济平稳增长，还是产业结构
优化，都离不开积极主动的供给侧改革措
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2016 年
供给侧改革主要取得了四方面成效：

一是“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
例如，去产能年度任务提前超额完成，
不少相关企业扭亏为盈，煤炭企业的利
润也增长了1.1倍。同时，市场化债转股
和企业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实体经济成
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

二是政府、市场、企业取得了大量
探索经验。政府探索建立了一些市场机
制，如中长期合同制度、储备产能制度

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加充分，交易方式多元，适应消化能力
在增强。有一批企业进行了兼并重组，
资产估值大幅度上升。

三是认识和工作在不断深化。例
如，钢铁、煤炭去产能有序推进，水
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去产能也
在自觉推进，大家主动减量、优化存
量、引导增量。

四是各方评价积极。中国供给侧改
革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认同。不少国家
都意识到持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局
限，对结构性改革更加关注和重视。

重点领域加强攻坚

“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是限制企业
活力的重要约束，亦属供给侧改革的重
点范畴。据徐绍史介绍，截至 2016 年
底，国务院部门的各类审批事项已经取
消了 620 项左右，相应目标已提前完
成。如今，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
资项目削减了 90%，市场形成的商品和

服务价格比例已经超过97%。
对于接下来的“放管服”改革工

作，徐绍史表示，我们不能够再用手工
作坊式的办法来管理，而应该采用现代
信息技术，进行实时的、大范围的监
管，更重要的是要把监管变成服务。

在外界较为关心的去产能方面，徐绍
史则指出，今年去产能还会扩围，“三去一
降一补”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

“我们正在编制 2017 年钢铁煤炭去
产能的方案，春节之前这个方案就可以
下来，科学确定任务目标。要进一步强
化安全标准和落后产能的标准，抓住

‘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加快退出
关停。”徐绍史说，去产能的同时要守住
4个底线：安全生产的底线、妥善安置职
工的底线、依法依规和诚信履约的底
线、保证稳定供给的底线。

综合施策防范风险

在供给侧改革任务中，去库存与去
杠杆相关措施往往因涉及债务链条及金

融领域而容易产生风险。
徐绍史表示，尽管不同机构对中国

杠杆率的测算有差异，但几个结论基本
上是一致的：一是中国的总杠杆率在主
要经济体当中还是处于中等水平，并不
明显偏高。从数据来看，中国在250%左
右，大体上跟美国相当，低于日本、西
班牙、法国和英国。二是政府和居民的
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低的，政
府的杠杆率大概只有 40%，居民的杠杆
率也是40%，中央政府也就16%，地方政
府则稍微高一点。三是非金融企业的杠
杆率偏高，政府债务相当一部分形成了
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徐绍史也透露了 2017 年
具体工作的取向。在去库存方面，库存
要考虑到有 1 亿人要进城，未来将把棚
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和城镇化过程中
消除三四线城市的库存结合起来。在去
杠杆方面，要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
法综合施策，建立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
束的长效机制，还要防止少量企业恶意
逃废债。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邱海峰） 9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

《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下称《规划》），绘就今后5年外
贸发展的蓝图。《规划》 明确提
出，将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鼓
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
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合理
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

规划强调，鼓励先进技术设
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完善进口
贴息政策，及时调整 《鼓励进口
技术和产品目录》，加大进口信贷
支持力度，扩大先进技术、关键
设备及零部件等进口，鼓励企业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国内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
国际竞争能力。在风险可控、商
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融资租
赁和金融租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
融资租赁业务。

《规划》 提出，稳定资源性产
品进口。完善深化大宗商品进口
体制改革，鼓励能源资源商品贸
易持续稳定增长，保障国内市场
供应。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开
展境外资源能源开发和加工生
产，鼓励有需求的半成品或成品
回运国内。加快建设能源国际化
平台，推动能源资源国际贸易人
民币结算，增强我国在能源资源
国际市场战略买家的力量，提升
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

《规划》 还指出，合理增加一
般消费品进口。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境外消
费回流。加快与相关国家就水产品、水果等产品
签订检验检疫协议，积极推动合格的加工企业和
产品备案注册认证。切实推进汽车平行进口试
点，促进汽车进口多元化发展。

1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CPI环比上
涨 0.2%，同比上涨 2.1%；PPI 环比上涨 1.6%，
同比上涨 5.5%。全年来看，2016 年，CPI 比上
年上涨2.0%，PPI同比下降1.4%。对此，专家指
出，2016 年，物价走势总体温和，其水平仍处
于合理区间，完成了全年物价调控目标。进入
2017 年，在中国经济将继续企稳的大环境下，
物价走势还将会保持基本稳定，温和上涨或将
成为常态，但通胀压力并不会明显上升，仍将
处在可控范围内。

完成目标符合预期

2016年12月份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关于回落的原因，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绳国庆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对比基数
相对较高的影响。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4%，涨
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2.0%，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
鲜菜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15.8%回落至 2.6%，对
CPI的影响减少了0.30个百分点，是同比涨幅回
落的主要原因。

纵观 2016 年全年物价水平，走势温和是其
显著特征。根据统计局数据，全年有7个月CPI
同比涨幅处于“2”时代，5 个月处于“1”时
代。

“2016 年 GDP 增速预计将在 6.7%左右，全
年经济企稳态势明朗，以此来看，物价温和上
涨的走势与宏观经济整体走势十分契合。同
时，就物价水平本身而言，2016 年 CPI 涨幅显
著低于全年3%左右的调控目标，物价水平处于
合理区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涨势延续幅度有限

进入 2017 年，物价又将会呈现什么样的走

势？任兴洲表示，在中国经济将继续企稳的大环
境下，2017 年物价走势还将会保持基本稳定，温
和上涨或将成为常态。相比于 2016年，2017年全
年 CPI 应该会有所上涨，预计 CPI 同比涨幅会保
持在 2%以上，但上涨幅度将有限，控制在 3%以
内应该没有问题，物价总体水平有望继续处在合
理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指出，2017 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使
整个食品的供给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这个基
础上，基于食品价格主导的 CPI的涨幅在 2017 年
仍然会保持一个温和、平稳的基本走势。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7 年 《经济蓝皮书》
预测，2017 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CPI 涨幅分
别为 2.0%、2.2%、2.3%和 2.4%，呈现逐季上涨的
发展态势，2017 年全年 CPI 涨幅为 2.2%，依然处
于温和上涨阶段。

通胀压力依旧可控

物价持续的温和上涨及PPI的快速回升引发了
社会关于 2017年通货膨胀压力的担忧。对此，任
兴洲表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有必要对通胀
保持适当的警惕，谨防其对中国经济回稳向好造
成不利影响。但 2017年物价上涨仍将会处在可控
范围内。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看来，
虽然 2017年 CPI比 2016年上涨压力会大一些，但
总的来讲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问题。所谓的通胀
没有那么快、那么高，2017 年的 CPI 将呈现弱通
胀走势。

关于可能影响通胀的PPI，张立群表示，2016
年第四季度的 PPI 涨幅明显加大，进入 2017 年，
由于我们的供给恢复增加能力较强、需求恢复则
较为平稳，2017 年大宗商品包括主要生产资料的
供求关系都会逐渐趋于平衡。因此，整个PPI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涨幅加大之后会平稳下来，不会造
成大的通胀压力。

中国供给侧改革将扩围提效
本报记者 王俊岭

1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当前中国经

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情况做了介绍并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据介绍，尽管过去的一

年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但中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刺激，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全面深化各项改革，最终实现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6年实现了良好开局，2017年任务更加艰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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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
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海外新能源投
资大增 60％，达到创纪录的 320 亿美元，在全球新能源
市场位居首位。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估计，全球新能源领域的810
万个就业岗位，有350万个是在中国创造的，美国只创造
了80万个。

法新社援引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能源专家乌尔
夫·莫斯勒纳的话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新能源的世界
领头羊”，与美国和德国相比，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明
显优势。

中国成新能源市场领头羊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记者高攀、郑启航） 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9日在纽约会见美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后表示，阿里巴巴将帮助100万美国小企业将其产
品销往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

马云当天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特朗普大厦与特
朗普会谈后告诉媒体，他们重点讨论了如何帮助100万美
国小企业，特别是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通过阿里巴
巴的平台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销售美国农产品和服务。

阿里巴巴集团当天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该
公司希望通过其平台帮助美国企业、农民将产品销往中
国消费市场和创造更多美国就业岗位，致力于未来5年实
现帮助100万美国小企业出口产品到中国的目标。

马云会见特朗普后表示
愿助百万美国小企业
进入中国和亚洲市场

1 月 9 日，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北美国际汽车展上，
广汽集团发布纯电动新能源SUV传祺GE3。

北美国际汽车展 9 日在美国底特律开幕。中国广汽
集团在本次车展上全球首发新型 SUV 传祺 GS7、纯电动
新能源 SUV 传祺 GE3 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跨界概念车
EnSpirit三款全新车型。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义乌成立互联网创业图书馆义乌成立互联网创业图书馆义乌成立互联网创业图书馆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
者王俊岭）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与国际商业机器 （中国） 有限
公司 （IBM） 今天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推出基于区块链的
资产托管系统。

据了解，所谓“区块链”
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
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

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邮储
银行此次推出的资产托管系统
选取了资产委托方、资产管理
方、资产托管方、投资顾问、
审计方等 5 种角色共同参与资
产托管业务场景，实现了托管
业务的信息共享和资产使用情
况的监督，不仅工作效率更
高，安全性也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
银行业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银
行核心业务系统的首次成功实
践。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表
示，区块链技术能够低成本
地解决金融活动中的信任难
题，将为多方交易带来前所
未有的信任和信用的高效交
换，具有推动金融业深刻变
革的潜力。吕家进说：“邮储
银行期待与更多金融机构携
手，共同建设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金融生态体系。”

长白山雪景真诱人长白山雪景真诱人

“区块链”护航银行资管业务“区块链”护航银行资管业务

中国新车亮相北美车展中国新车亮相北美车展

春节临近，素有“年画之乡”美誉的山东省潍坊市
杨家埠村一片繁忙，村里的年画艺人们忙着赶印木版年
画，供应各地市场。图为杨家埠村年画艺人晾晒刚印制
好的木版年画。 张 驰摄 （新华社发）

山东年画之乡印画忙

11月月 1010日日，，游人在长白山景区游览游人在长白山景区游览。。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长白山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
图县和白山市抚松县境内图县和白山市抚松县境内。。时值寒冬时值寒冬，，
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观光观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林林 宏宏摄摄

11 月月 1010 日日，，浙江省义乌市浙江省义乌市““书香书香
ee 号号””图书馆在青岩刘村开馆图书馆在青岩刘村开馆。。这也这也
是义乌市首家以互联网创业为主题的是义乌市首家以互联网创业为主题的
图书馆图书馆。。

青岩刘村有着青岩刘村有着““中国网店第一中国网店第一

村村””之称之称，，现现有网店数有网店数 32003200 多家多家，，电电
商从业人员商从业人员 22..55 万余人万余人，，覆盖了服装覆盖了服装、、
饰品饰品、、礼礼品品、、玩具等行业玩具等行业，，年销售额年销售额
近近4545亿元亿元，，日均出单量日均出单量77万单万单。。

龚献明龚献明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