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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经济总量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

大数据透露哪些经济脉动？

2017年前三季度，长江经济
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
超过8%；2015年底、2016年底和
2017年9月底，长江水质优良比
例从74.3%、75.2%升至77.36%，
出现好转势头。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正开辟出一条以一江
清水为载体的绿色发展道路，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
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
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
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

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说。

他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和房
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放缓，但市
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的
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
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
力；消费升级态势不减，消费整
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久
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了8项重点工作，明确要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

“破”、“立”、“降”上下功夫。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透露，2018年要推动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从总量性去产能转向结构性优
产能为主，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出
清，加大力度治理“红顶中介”。

展望未来，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全国
上下勠力同心、稳扎稳打，必将推
动中国经济巨轮向着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扬帆远行，取得更大的历
史性成就。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8日亮相的这些数据背后，一个
活力四射、更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备受
瞩目。这些亮眼的数据折射中国经济
的新气象：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从大数据
到人工智能，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蓬勃
发展。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
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0%，机
器人、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增长超过50%。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消费成
为经济增长主动力，2017年，消费支
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资本形
成总额26.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
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
——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此前

两年持续低迷的外贸，2017年实现了
14.2%的强势增长，进口和出口更加平
衡；全年利用外资规模超8700亿元人
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民生获得感增强。时隔一
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再度“跑赢”
GDP增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6%，物价涨幅温和；12月末城镇调
查失业率低于5%。

“中国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
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
增强。”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评价说。

6.9%的增速、1.6%的通胀、超过1300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18日公布的2017年中国经济“年报”，向世界亮出
一份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的成绩单，在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上蹄疾步稳，为经济注入中长期发展动力。

超预期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终消
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7个百
分点，消费依旧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017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蓬勃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
显现，带动了新动
能的成长。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
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399亿美
元，较2017年初上升1294亿美元，升
幅为4.3％。

数据显示，12 月末，外汇储备
规模较 11 月末上升 207 亿美元，

连续第 11 个月出现回升。国家外
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
球经济持续回暖带来外需增长、
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
预期不断改善的背景下，未来我
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规模将保
持平衡稳定。

国家统计局的12月份70个大中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北
京、南京、无锡、杭州、合肥、福州、郑
州、深圳和成都等9个城市的新商品
房价格已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从环
比看，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比11月份下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将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毫不动摇坚
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毫不动摇坚
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严格落
实各项调控政策措施，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进
一步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确保房地产
市场稳定。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
2017年上涨1.6％，涨幅较上年回落0.4
个百分点，我国物价相对比较稳定。其
中，食品价格下降1.4％，这是自2003年
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是受猪肉和鲜
菜价格下降较多影响。非食品价格上涨
2.3％，涨幅比上年扩大0.9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上涨6.3％，结束了自2012年以
来连续5年的下降态势。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8.3％，影响PPI上涨约6.13
个百分点。涨幅较大的行业包括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PPI转正受益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工业领域
供求关系得到改善。

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2017年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同
比 增 长 27.8％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8775.6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7.9％，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高
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61.7％。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
“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量，

创造了
近一半的
对外贸易、四
分之一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五
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
促进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7年整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43581亿元；截至年末，全国地
方债余额为164706亿元，控制在全
国人大批准的188174.3亿元限额之
内。2018年，有大约1.72万亿元非
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需要进
行置换。

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下一步，要
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伐，同时坚
持“堵后门、开前门”。一方面，坚决堵
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另一方面，
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门”，合理确
定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稳步推进专项
债券管理改革。

我国2017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27.79 万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4.2％，一举扭转此前连续两年下降
的局面。各类型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

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3％，对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的贡
献率最高，达到41.3％，外贸的内生动
力持续增强。

2017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68750亿
元，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加快
12.5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实现较大幅
度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率为6.36％，比上年同期提
高0.54个百分点。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我国2017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6％，增速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3.4％和11.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
98.1％，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597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比上年
加快1.0个百分点。2017年，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

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
镇。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363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我国全年
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
481万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485
元，比上年增长6.4％。

初步核算，我国2017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为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季度看，四
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 6.9％、6.9％、
6.8％、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65468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
加值334623亿元，增长6.1％；第三产

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增长8.0％。
这是自2011年经济增速下行以

来的首次回升。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表示，2017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好于预期，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
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
增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国 家 统
计局18日发
布2017年国
民经济运行
情况。多个
部门也在近
期发布各自
领域过去一
年的发展境
况。“新华视
点”记者从中
梳理出10大
重要经济数
据，由此观察
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中国
经济新气质。

居民收入
实际增长7.3％，跑赢GDP增速2

企业利润
前11月达6.87万亿元，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3

地方债
发债4.35万亿元，总体风险可控5

利用外资
实际使用8775.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6

房价
一线城市环比持平或下降，二三线城市环比微涨8

4 外贸
增长14.2％，扭转连续两年下降局面

7 物价
CPI温和上涨1.6％、PPI结束5年下降态势

外汇储备
3万亿美元，规模将保持平衡稳定9

消费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8％，依旧是增长主动力10

展现新活力 经济结构更优效益更好 迈向高质量 2018年夯实稳中向好势头

成绩单

（新华社北京1月18
日电 记者 刘红霞 郁
琼源 陈炜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强调，要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健全省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本行政
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
及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负责，省长、自治区主席、
直辖市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办法》规定，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考核，由
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部、国家统计局负责组织开展
考核检查工作。实行年度自查、期中检查、期末考
核相结合的办法。年度自查每年开展1次，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组织开展；从2016年起，每
五年为一个规划期，期中检查在每个规划期的第三
年开展1次；期末考核在每个规划期结束后的次年
开展1次。期中检查和期末考核对各省份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打分排序。

《办法》明确，国务院根据考核结果，对认真履
行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成效突出的省份给予
表扬；有关部门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土地整
治工作专项资金、耕地提质改造项目和耕地质量
提升资金时予以倾斜。考核发现问题突出的省份
要明确提出整改措施，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暂
停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市、县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审批。

《办法》强调，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结果，列为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内容，年度自查、期中检查和期末考核结果，
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领导干部问责和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国办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考核办法》

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
为第一责任人

据新华社成都1月18日电（陈健、马钊）1月18
日，四川省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发行启用仪式在成都
举行，这是全国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技术验证工作首
批试点。和第二代社会保障卡相比，新卡增加了非
接触读卡用卡和小额快速支付功能，采用了国产密
码算法、引入了线上用卡身份认证等新技术，是当前
国内安全性、应用面最优最广的电子政务卡。

据了解，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可与现行通用的
第二代社保卡同时应用在就医结算等人社服务领
域，参保人员可持卡享受社保缴费、待遇领取、就
医购药、信息查询、异地就医结算、劳动能力鉴定、
就业失业登记等102项人社公共服务。“一晃而
过”的非接触功能，方便了持卡人用卡，社会保障
卡的功能更强大，应用场景也更广泛。

全国第三代社保卡
在成都启动首批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谭谟晓）中
国保监会、财政部18日对外发布消息，明确保险
资金运用涉及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政策边
界，提出要规范保险资金投资，坚决制止违法违规
举债担保行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两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 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
明确，严禁保险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
资，地方政府也不得向保险机构违法违规或变相
举债。在审慎合规开展创新业务方面，意见明确
保险机构不得通过股权投资计划等创新方式违规
形成地方债务，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引入保险机
构等社会资本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上新项
目、铺新摊子。

两部门发文规范保险资金运用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这是日前拍摄的脐橙鲜果掩映下的湖北省
秭归县郭家坝镇烟灯堡村民居。

位于三峡库区的湖北省秭归县脐橙种植历
史悠久，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誉。当地以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开发出了橙汁、橙茶、橙
酒、橙醋、精油、果胶、保健食品等系列产品；通过
“脐橙+文化+旅游”模式，以脐橙等生态农业为
基，以美丽田园为韵，吸引游客前来乡村游、自驾
游和采摘游。 新华社发

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乡村振兴展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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