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 2016年平均工資出爐：北京平均工資最高�

據中國經濟週刊7月4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

了2016年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截至6月28日，有北

京、浙江、廣東、江蘇等23省份陸續公佈了2016年地區平

均工資情況。北京在已公佈省份中平均工資最高，其中非私

營單位年均工資達到了歷史最高，為119,928元人民幣（下

同），比2015年的111,390元增加了8,538元，增長7.7%。

而全大陸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

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

在這23個省份中，包括北京在內，大陸僅有4個省份的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趕超了全大陸水準。河

南墊底，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49,505元，不足北京的

一半。同時，也僅有5個省份的城鎮私營單位人員平均工資

超過了全大陸水準，吉林墊底，平均工資僅為30,184元，

不僅不到北京的一半，與全大陸平均數42,833元還相差了

12,649元。

中國大陸政治局會議　債務金融房地產被點名�

據香港商報網7月25日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24日召開

會議，在對上半年經濟工作成績進行充分肯定的同時，亦要

求清醒看到「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要求堅

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深入紮實整治金融亂象、堅持房地產

政策連續性穩定性。

大陸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目前中國大陸隱性

債務有二，一是最近地方政府投資主要依靠PPP、產業基金

等方式進行，但背後存在變相舉債的問題；二是一些地方政

府債務沒有正常的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之中，而是隱藏在「表

外」。

他強調，地方政府信用膨脹是中國大陸高槓桿的核心基

礎，要降債務、去槓桿，需要高度關注隱性債務，一方面規

範政府行為，另一方面讓PPP更加透明化。

「加強金融監管協調」也成為本次政治局會議的重點。

劉元春表示，過去一輪金融治理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可能是

政治局此次語調加重、使用「金融亂象」這一並不多見表述

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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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2016 年平均工資出爐，北京居各省份之冠。圖為大陸汽車廠員工作業情形。

大陸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

楊濤分析指，中國大陸金融亂象有幾

個表徵，一是魚龍混雜的互聯網金融

領域所暴露出的問題，這是導致金融

亂象的核心點；二是銀行、證券、保

險等行業一些金融產品的創新過度脫

離實體；三是郵幣卡騙局、場外市場

打著現貨旗號做期貨等亂象。考慮到

目前許多風險都出現在監管空白或交

叉地帶，因此監管協調將是未來的政

府重要工作。

IMF上調中國大陸今明兩年經濟預期�

據新華社7月24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24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發布《世界經

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將中國大陸今明兩年經

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

6.4%。

報導中指出，這是IMF今（2017）年第三次

上調中國大陸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IMF指，此

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主要是考慮到今年第一

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強勁，並且未來有望繼續獲得

財政支持。

IMF認為，全球經濟持續復甦，今明兩年增速

預計分別為3.5%和3.6%，與4月份預測值一致。發

達經濟體今年經濟增速為2%，與4月份預測值持

平；明年增速較4月份預測值下調0.1個百分點至

1.9%。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經濟增長

4.6%，比4月份預測值高出0.1個百分點，明年增速

預期維持在4.8%不變。

英媒：去年中國大陸境外港口投資翻倍�

據香港商報網7月20日報導，英國《金融時

報》指出，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銀行格里森斯皮克

（Grison Peak）的一項研究發現，從去年6月底到現

在，中資企業已宣佈擬收購或投資9個境外港口，

這些項目總價值達201億美元。這與之前同一時間

段的99.7億美元投資額環比上漲了近一倍。

該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投資的港口均靠近大陸

在今年6月提出的三條「藍色（海上）經濟通道」

（包括地中海藍色經濟通道、南太平洋藍色經濟通

道；以及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道），這

些通道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取得成功至關重要。

而三條「藍色經濟通道」之一，即是從中國經過北

冰洋到達歐洲的航線，即「北極航線」。

目前，中國大陸在「北極航線」上投資相

當積極。航線上的餵給港—立陶宛克萊佩達港

（Klaipėda）已吸引了大陸招商局港口的投資提

議，目的是建設一個新的大型集裝箱港口。而在洽

談的其他潛在中資港口投資項目包括瀕臨巴倫支海

的挪威港口希爾克內斯（Kirkenes），以及冰島的

兩個港口。

提及「北極航線」，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

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程保志說，「北極航道航程距

離遠，氣候較為惡劣，一年中只有7至9月可以正常

航行，為此航道必須需要港口支援，區域內尤其是

俄羅斯的一些港口本身基礎建設較差，中國大陸的

投資更能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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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國大陸境外港口投資翻倍，圖為「北極航線」上的立陶宛克萊佩達港，
已吸引大陸招商局的投資提議。

大陸發改委加強監管房地產等 5領域非理性��

對外投資�

據香港商報網7月19日報導，大陸發改委18

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

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有關部門將繼續關注房地

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非

理性對外投資傾向，防範對外投資風險，建議有

關企業審慎決策。在2016年大幅增長44.1%後，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熱度2017年以來明顯降溫。官

方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外投資累計投資額481.9

億美元，按年下降了45.8%。

嚴鵬程指出，中國大陸支援有能力、有條件的

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支持以企

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按商業原則和國際慣例

的對外投資項目。尤其支持企業投資和經營「一帶

一路」建設及國際產能合作項目。但他強調，有關

部門將繼續關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

育俱樂部等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傾向，防範對外投

資風險，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他指，對外投資是中國大陸企業參與國際經濟

競爭與合作、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

值鏈的重要途徑，國家發改委等有

關部門將不斷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

制機制，在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同

時，有效防範對外投資風險，促進

對外投資持續健康發展。

大陸海關總署：� �

上半年進出口 13.14 兆元�

據中國網7月13日報導，大陸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介紹

2017年上半年進出口情況：2017

年上半年，全球經濟溫和復甦，中

國大陸經濟持穩。據海關統計，

2017年上半年，貨物貿易進出口

總值13.14兆元人民幣，比2016年同期（下同）增

長19.6%。其中，出口7.21兆元，增長15%；進口

5.93兆元，增長25.7%；貿易順差1.28兆元，收窄

17.7%。

具體情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一般貿易

進出口增長，比重提升；2、對傳統市場進出口全

面回升，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

長；3、民營企業進出口佔比提升；4、中西部和東

北三省進出口增速較快；5、機電產品、傳統勞動

密集型產品仍為出口主力；6、鐵礦砂、原油和天

然氣等大宗商品進口量價齊升；7、中國大陸外貿

出口先導指數環比上升，連續第8個月穩定成長。

中美經濟對話　開展經濟合作一年計劃�

據香港商報網7月21日報導， 首輪中美全面經

濟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

汪洋與美國財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商務

部長羅斯（Derrick Martell Rose）共同主持對話。

此次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是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

中美兩國的首次經濟高層對話，本次對話的舉行，也

圖／傳動數位

32 兩岸經貿˙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恰逢川普與習近平會晤一百天。中國大陸財政部副部

長朱光耀表示，首輪全面經濟對話與此前的中美戰略

經濟對話既有連續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它涵蓋了

中美經濟關係及經濟合作的所有領域。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仍然是此次對話的重點之

一。朱光耀表示，在這次對話中，雙方一致認為解

決好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美方不是要停止或減

少從中方進口，而是要通過增加對中國大陸出口來

使貿易更加平衡。朱光耀提到，中方也提出了美方

要放寬對中國大陸民用高科技產品的出口。

中美兩國的「百日計劃」剛結束，該計劃是希

望以此來實現中美貿易的再平衡，而其中一個選項

是通過增加美國向中國大陸出口的方式來實現。在

過去一百天的時間裡，中國大陸已同意恢復對美國

牛肉進口，承諾購買美國液化天然氣，並開放部分

金融服務市場，如信用卡支付服務。

中美經濟對話閉幕，美國之音中文網除以「低

調落幕」形容外，並指「百日計劃」沒有緩解兩國

經貿關係的頑疾和緊張局面。美國之音報道並直

指，一度緩和的美中經貿緊張局面又現危機。華

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齊克果說，在

他看來，這次經濟對話是在「駛向凶險的海域」，

取消記者會並不意外，因為他「不認為會有什麼值

得發布的消息」。

大陸審計署：18家央企虛增收入 2,000 億� �

人民幣���

據每日經濟新聞6月26日報導，大陸審計署6

月23日披露了對20家央企的審計情況，其中18家

採取虛構業務、人為增加交易環節、調節報表等

方式，近年累計虛增收入2,001.6億元人民幣（下

同）、利潤202.95億元，分別佔同期收入、利潤的

0.8%、1.7%。

在審計署審計的20家央企中，涉及虛增收入

的企業達到九成。其中，最常見的方式便是違規開

展購銷，至少有5家央企通過此法扮靚業績，收入

「水分」總計達到206.7億元。

對於央企虛增業績，審計署表示，這與企業經

營層任期考核壓力、員工收入水準保障等因素密切

相關。

根據《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

（以下簡稱《考核辦法》），年度經營業績考核和任

期經營業績考核等級分為A、B、C、D四個級別。

國資委依據年度和任期經營業績考核結果對企業負

責人實施獎懲，經營業績考核結果作為企業負責人

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據和職務任免的重要依據。連續

兩年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結果為D級或任期經營業績

考核結果為D級的企業，且無重大客觀原因的，對

企業負責人予以調整。

《考核辦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利潤總額

目標值與工資總額預算掛鉤。「如果企業收入規模

保不住的話，工資總額就會受到影響，員工的收入

也就沒有保障。」審計署分析，企業職工的部分獎

金發放並不是等到考核期結束，在過程中其實已經

在支付了。到了年末，發出去的工資獎金實際上已

經超過該拿的額度，這時再讓職工退回來，在實際

操作上存在諸多困難。

大陸國家統計局：大陸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

據香港商報7月7日報導，國家統計局官網發

布：2016年，全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2010

年相比實際增長62.6%，在未來4年內，只要居民收

入年均實際增速在5.3%以上，到2020年居民收入

比2010年翻倍的目標就可實現。

數據顯示，2016年全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人均轉移淨收入4,259元人民幣（下同），

比2012年增長56.2%，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2012年的16.5%提高到2016年的17.9%。人均財產

淨收入1,889元，比2012年增長53.5%，其中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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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性收入13,455元，比2012年增長43.5%；人均

經營淨收入4,218元，比2012年增長33.0%。

另外，2016年全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吉

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0.465，比2012年的

0.474下降0.009，居民收入差距總體在不斷縮小。

城鄉差距也持續縮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實際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速1.5個百分點。

2016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2（農村

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16。

大陸保證外企利潤自由進出� �

外匯兌換額度鬆動�

據第一財經日報6月28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27日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新領軍者年

會（又稱「夏季達沃斯」）發表主旨演講時稱：

「我們鼓勵外資企業在華利潤留在境內投資，如果

把新增的利潤在中國大陸進行再投資，一定會創造

更加豐厚的利潤。當然我也向大家保證，所有外資

企業的利潤只要在中國大陸取得的，完全可以按照

你們的意願自由進出，不會有任何限制。」

大陸商務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1～

5月，大陸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45個國家和地區的

3,12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

實現投資345.9億美元，同比下降53%。5月當月對

外直接投資82.2億美元，同比下降38.8%。

從數據上看，2014年6月中國大陸的外儲達到

頂峰，此後開始下降。2015年，大陸外匯儲備減少

了5,126.56億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來，外匯儲備

連續數月下降，2017年2月，大陸外匯儲備才結束

了長達7個月的連續下降。

事實上，根據多位業內人士反映，當時的背

景是，不論是對於那些有意走出去投資的企業，

還是試圖將資金用各種方式轉移出去的企業（包

含外資企業在內）而言，監管威懾力最大的部分

是外匯兌換。

上半年A股再融資同比驟降 45%�� �

減持規模下降 73%�

據經濟參考報7月3日報導，A股市場上半年在

新股發行、再融資、二級市場交易、產業資本增減

持方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今年上半年，伴隨

著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常態化，A股市場

再融資規模同比下降了44.54%，減持規模下降了

73.23%。

在融資方面，今年上半年，A股共計有196家

上司公司實施了定向增發，合計募集資金3,846.56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定增融資規模在百億元

以上的共有7家；包括特變電工在內的4家上市公司

實施了配股，合計募集資金94.34億元；合計發行

可轉債36起，合計募集資金602.07億元，再融資總

規模為4,542.97億元。相比之下，2016年同期，上

市公司實施定向增發366起，募集資金7,736.43億

元，可轉債發行26起，發行規模297.02億元。今年

2月17日，證監會宣佈對《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

票實施細則》部分條文進行了修訂，以抑制上市公

司的無序融資、過度融資和頻繁融資，資料顯示，

再融資新政實施效果明顯，今年上半年，定增融資

數量下降了46%，融資規模下降了50%。可轉債的

發行規模則同比激增103%，業內機構普遍認為，

可轉債將有望成為A股市場主流的再融資方案之

一。總的來看，上半年A股市場在融資規模與2016

年同期（8,191.63億元）相比下降了44.54%。

在重要股東（大股東、董監高以及持股比例在

5%以上的股東）二級市場交易方面，按照公告日

起計算，上半年共計有1,309家上市公司發生了重

要股東的股份變化，其中整體方向為增持的有639

家，合計淨增持規模為732.26億元；整體方向為

減持的有622家，合計淨減持規模達到了867.54億

元。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淨減持規模為135.28億

元，較2016年同期的505.33億元的淨減持規模大幅

下降了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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