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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密集召开地方两会密集召开，，多省多省GDPGDP增长目标超增长目标超55%%
每年年初集中举行的省级

两会,是观察我国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窗口。透过那些

“出镜率”较高的话题和热词，
今年的地方两会透露出了哪些
发展新信号？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梳
理各地 2023 年《政府工作报
告》发现，稳增长、促消费、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成为地方今年发
展规划发力的重点方向。

多省GDP增速目标在5%以上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
南、四川等六个经济大省在全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
度，这六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占
全国的45%左右，市场主体数
量占全国四成以上，贡献了
40%以上的就业，是名副其实
的经济大省。

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六个经济大省中已经有广东、
浙江、山东和四川在其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去
年经济工作成绩单以及对
2023年经济发展的预期。关
于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目标，上述四省均在5%以上，
其中四川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6%左右。

“今年四川省经济总量将
力争再上1个万亿元台阶，突

破6万亿元。”四川省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提出GDP
增长6%左右的预期目标，综合
研判了当前经济形势，并与省

“十四五”规划目标、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目标和2035年远景
目标衔接，是一个为完成中长
期目标奠定基础的增速。

关于广东省GDP预期增
长5%以上的目标，中山大学岭
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认为，
整体来看，该目标既符合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要求，又具有可操
作性，将有助于提振经济发展
的信心。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
省，广东今年定下的GDP增长
目标，既展现了担当也体现了
理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
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
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
发展合力。

恢复和扩大消费
被摆在优先位置

恢复和扩大消费正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优先任务。

四川省提出，要提升内需
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力促
进消费复元活血。调整制约消
费过时政策，合理增加消费信

贷，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
企稳回暖。实施“三品一创”消
费提质扩容工程，支持成都创
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广东省强调，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支持住房改善、新
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大
宗消费，加大餐饮、文旅、养老、
育幼等服务消费促进力度。完
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上海市表示，要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推进实施新一轮城市商业
空间布局规划，全力打造东、西
两片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办好

“五五购物节”等重大促消费活
动，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
济、直播经济，加快形成一批特
色商业地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
当前各地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将有助于更好统
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
需，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
动作用。

与此同时，在刘向东看来，
扩大消费还能帮助增加居民收
入，提振市场信心，引导经济进
入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切实发
挥出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基
础性支撑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
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经济
制度的内在要素，在稳增长、促
创新、保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以河南省为例，2021年，
该省百强民企总营收首次突
破万亿元大关，民营经济贡献
了全省六成以上的GDP、七成
左右的税收、八成以上的就业、
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全省
11家中国500强企业，民企占
7家，全省370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民企占
327家。

记者注意到，今年多地《政
府工作报告》作出鼓励和支持
民企“大显身手”的部署。

黑龙江省要求，平等对待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本地企
业和外来投资企业。在充分竞
争领域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
作用，进一步拓展民营经济发
展领域。支持驻省央企、地方
国有企业与省内民营企业在技
术研发、产业链延伸、产业配套

等方面开展合作。提升民营企
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确保
面向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的预
留份额30%以上。

浙江省提到，要持续完善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不断提升民营企
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大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新时代浙
商精神，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现
代化民营经济人士队伍，鼓励
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潜心创
新、追求卓越。

重庆市表示，鼓励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实施服务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全
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建立民营企业
全周期全方位赋能机制，弘扬
企业家精神，全面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力争民营经济增加值
占比达到60%。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无论是对稳投资稳增长，还是
对稳就业稳外贸，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企业联合
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看来，
要继续做好已出台惠企政策的
落地实施，确保企业充分、及时
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进一
步出台帮扶民营企业渡难关的
惠企政策新举措，特别是要做
好刺激有效需求增长方面的
工作。

多措并举促消费多措并举促消费 市场活跃渐复苏市场活跃渐复苏
——2023年开年市场消费观察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街边
餐饮排队就餐、文旅行业逐步
复苏……记者近日在各地一线
走访看到，消费进一步回暖，市
场活力显现。

夜幕降临，在第24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里，500米
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长队，耳
边尖叫声、欢笑声融在一起。

“日光下晶莹如玉，月光下万紫
千红，这里真的太好看了，想来
很久了，这次终于和朋友来了，
要好好玩一番！”来自江西的游
客魏梦琪说。

“冰城”哈尔滨迎来冰雪旅
游季，见证旅游消费日渐复
苏。各类商家、平台抢抓时机
推出多样化的促销活动，各地
政府因势利导打造特色消费业
态和场景。

——街巷人气旺，复苏暖
意浓。

挂着兔子灯的杭州西湖游

船吸引游客竞相打卡；上海外
滩、豫园、南京路等知名商圈出
现“大排长龙”现象；广州永庆
坊打造非遗主题街区，成为国
潮消费新场景……通过营造浓
浓的新年氛围和过年仪式感，
各地沉浸式消费体验吸引了大
量客流。

上海将在春节等重要节日
时点，通过折扣促销、发布新春
潮品、举办剧目展览等形式，推
出百余场重点活动；浙江2023
年将以“浙里来消费”为主线，
贯穿全年举办多项主题促消费
活动；广东重启潮流夜市、文创
集市、主题嘉年华等活动。

——政策“组合拳”，消费
提信心。

10日上午，位于杭州南山
路的极氪中心店里，不少消费
者正在咨询。“上周起，我们店
内人流量开始快速提升，销售
量同比上升30%。”在极氪杭

州城市经理冯敬菡看来，此次
杭州城区内的汽车消费补贴对
车企来说是一剂“强心针”。

除了汽车消费补贴外，各
地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密集出
台，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提供
有力支撑。天津市陆续发放第
二期1.15亿元的“津乐购”消费
券，涵盖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
消费；在本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中，北京将陆续向市民发放不
少于3万张冰雪消费券；浙江省
计划在年货节期间举办250场
以上特色促销和招商引资活
动，预计发放消费券超16亿元。

——消费年味足，业态齐
发力。

位于上海的“中华老字号”
新雅粤菜馆针对今年走俏的

“围炉消费”新场景，重点推出
2023年烧烤礼盒，满足年轻消
费者对围炉烤肉、烹茶等新消
费需求。

“今年楼外楼总店的年夜
饭包厢订座率达到100%，整
体预订率达到8成。”杭州楼外
楼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必正介绍，为适应新消费
需求，楼外楼推出包括东坡肉、
叫花童鸡等特色半成品预制菜
年货礼盒。

线上“购物车”年味足。年
货节期间，淘宝天猫的数据显
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
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
春节消费“标配”；拼多多的数
据显示，柑橘橙、苹果、车厘子、
草莓等水果最为畅销，销量同
比增长120%。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
副秘书长胡麒牧分析，今年元
旦、春节“两节”消费市场呈现
加速回暖趋势，特别是文化旅
游等服务消费、汽车等大宗商
品消费，预计将在“两节”期间
迎来较快增长。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
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
服务等消费”……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进
一步明确政策、稳定预期，市场
主体信心更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认为：“面
向未来，我们必须坚定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充分释放被抑制
的消费潜能，不断增加多样化
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加快释放
服务消费升级孕育的巨大增
长潜力。同时各地要加快打
造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新商
圈、新平台、新场景，以县域消
费为抓手促进多层次消费市
场协调互促发展，建设更加强
大的国内市场，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 璇 丁 乐 杨思琪 周 蕊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