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開
據香港商報10月26日報導，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政治局常
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25日中
午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會面。

整理／陳
紀緯
建鴻
國

大陸經貿消息

另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表示，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
上，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
習近平強調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正處在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2018年是改革開
放40周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2020年
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1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第一
個百年目標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要開篇，並指出其
中重要的時間節點，是中共未來工作的坐標。

大陸財政部：20 億美元主權債券完成定價
據香港商報10月26日報導，中國大陸財政部於25日在
香港舉辦推介會時表示，20億美元主權債券完成定價。香港
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國大陸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
「中國銀行」等十家承銷商代表及逾百名投資人參會。
此次是中國大陸財政部首次在港發行美元債券，金融司
司長王毅指出，中國大陸政府嚴格控制赤字水準，按照3%
的赤字率來安排預算，2016年的赤字為2.18兆人民幣（下
同），今年的赤字為2.38兆，中國大陸整體赤字佔GDP的比
重在全球大國中都是最低的。
2016年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債務的餘額是12.01兆，2014
年預演算法實施以後，地方債務出現了高速增長態勢，去年
地方債的餘額達15.32兆元。從債務餘額來看，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債務總額佔GDP的比重是36.7%，顯著低於G20（除
歐盟外）國家平均值91%，因此中國大陸債務水準合理。

大陸央企境外資產規模超過 6 兆美元
據10月26日經濟參考報報導，中共央企業境外資產規
模超過6兆美元，分布在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業務已經
由工程承包、能源資源開發，拓展到高鐵、核電、電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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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在山東省濱州市博興縣陳戶鎮橋子村，村民聚集在一起觀看中共十九大開幕式直播實況。

網建設運營等領域。「一帶一路」建設也在加快推

中，重慶和貴州在前三季度依然保持10%以上的增

進，共有47家央企與沿線國家合作共建了1,676個

長，重慶增速被貴州以0.1個百分點的優勢超越。

項目，以亞吉、蒙內等一批鐵路項目、中巴經濟走
廊電力項目等為代表的重點項目。

今年前三季度，大陸GDP同比增長6.9%，增速
與上半年持平，第三季度增速略放緩至6.8%。從上

中國大陸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表示，要

述20個省份公布的數據來看，共有14個省份增速較

在產業鏈、價值鏈中佔據中高端，必須要有一批具

上半年放緩。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增速低

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央企應抓住新

於大陸平均水準，分別為6.8%、6.0%和6.7%。

的機遇和空間，加快提高國際競爭力。

摩通預測中國大陸經濟全年增長達 6.8%
大陸 20 省份前三季度 GDP 增速
貴州暫居首位

據香港商報10月21日報導，摩根大通亞太區
董事總經理李晶估計，第四季度大陸經濟增長率為

據每日經濟新聞10月26日報導，大陸各省份前

6.7%，全年經濟增長可達6.8%。內需消費是大陸境

三季度的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也開始陸續公布。截至

內主要的增長動力，貢獻已經達到62%，投資貢獻

10月25日，已有20個省份公布了前三季度GDP總量

下跌至約32%。

和增速。

李晶指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

在這20個省份中，有14個省份增速較上半年略

告中，未提經濟增長目標，反而強調希望達成的理

有放緩，4個省份與上半年持平，而上海和新疆的

想生活方式，此乃大陸經濟增長開始轉向注重質量

增速則較上半年有所上升。

的信號，相信未來大陸會有曠日持久的結構性改

此前增長領先的西藏、重慶和貴州三個省份

革，措施包括推動高端消費、高端製造及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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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計算、大數據等。

在中國大陸開始試驗，中國大陸批准藥品的時間

李晶又指，中共十九大後會繼續金融去槓桿

可能比歐美長7年。諮詢機構QuintilesIMS的數據顯

政策，主要因為政府非常關注金融市場的穩定及風

示，去年中國大陸藥物市場的銷售額達到1,170億

險。未來兩三年，金融與企業的槓桿有進一步下降

美元。

的可能。目前，大陸境內企業總負債率占GDP比重為

中共中央辦公廳8日表示，在某些情況下，如

269%，企業的負債率超過160%，若不進行去槓桿的

今企業可以完全通過使用從境外收集的數據來避免

動作，會帶來一定風險。雖然外匯儲備持續回升，匯

在中國大陸進行臨床試驗。此舉被視為跨國製藥企

率已經趨向穩定，但相信目前不會放寬資本管制。

業的利多—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對藥物定價的施壓，
它們經歷了收入增長放緩。

三季度起中國大陸 GDP 統計方法改變
據旺報10月10日報導，大陸新的政府統計方法
將研發支出納入GDP（地區生產總值），有別於過

中國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
的王立豐表示，使用境外臨床數據將取決於證明試
驗結果適用於「東方」人。

去將研發投入視為中間成本扣除。據瞭解，研發支

分析師表示，有關如何滿足這項要求的具體細

出納入GDP後，2016年各地的GDP發生了變化。其

則尚未公布，但這很可能意味著臨床試驗要包含特

中，沿海經濟大省增加不少，少則新增700億元左

定數量的亞洲人或華人。

右（人民幣，下同），多的達到1,000億元左右。

另外，大陸食藥監總局官員吳湞說明，之前的

《21世紀經濟報導》指出，受其影響，廣東

審批制度意味著過去15年約有100種新藥在中國大

2016年GDP調整後有望突破8兆元，江蘇可能會達

陸獲得批准，是發達國家同期獲批新藥的三分之

到7.7兆元。浙江、北京則已經公布修訂後的2016

一。但從藥物獲得中國批准到藥物實際進入中國大

年GDP總量，分別達到了4.73兆元、2.57兆元，比

陸市場，海外企業仍然可能經歷漫長的拖延。

之前的數字均增加了700多億元。
大陸各省的GDP總量調整幅度不一，比如北京
提高了3.1%，浙江提高了1.7%。一位地方統計局

大陸黃金周遊客 1.14 億人次
收入 937 億元人民幣

人士指出，研發支出占GDP比重高的省分受益程度

據10月3日香港商報報導，大陸「超級假日」

大。2016年，北京、上海、天津的研發支出占GDP

給各大景區帶來客流高峰。黃金周前兩日，大陸各

比重在3%至6%左右，為大陸最高，這些地區GDP

景區接待遊客數量總體出現上漲，各熱門景點出現

總量經過修訂後有望增加1.5%至3.5%。

遊客爆滿的現象，但除了常規熱門景區，今年，包
括民俗遊、背包遊、博物館遊等都成為遊客的新選

中國大陸新藥審批將接受境外臨床試驗數據
據FT中文網10月10日報導，中共發布《關於

據大陸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綜合估計，10月

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

2日全大陸共接待境內遊客1.14億人次，同比增長

見》指出，中國大陸將在審批新藥時接受境外臨床

9.9%，旅遊收入93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試驗數據，此舉可能使得跨國企業更迅速地把藥品

增長10.9%。官方估計，8天長假期間，境內旅遊人

引入世界第二大醫藥市場。

數將達7.1億人次，旅遊收入達5,900億元，較去年

由於要求藥品境外試驗必須進入高級階段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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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旅遊市場呈現多元化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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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分別增長10%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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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員會（ITC）在9月
22日就太陽能電池及
組件全球保障措施調查
（「201調查」）作出損
害裁決，認定進口產品
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嚴
重損害，下一步將研究
對進口產品採取限制措
施。
對此，大陸商務部
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

大陸黃金周期間，各大景點人氣爆滿，圖為遊客在杭州西湖岸邊等待上船遊覽。

賀軍指出，美國調查機
關不顧其他國家、美國

中國大陸下令關閉境內朝鮮（北韓）企業

各州政府及眾多太陽能下游企業的強烈反對，也罔

據FT中文網9月28日報導，中國大陸商務部發

顧近年來對太陽能產品多次採取貿易救濟措施、已

布聲明稱，北韓在大陸設立的合資、合作及獨資企

為其國內產業提供足夠保護的客觀事實，堅持認定

業應在120天內關閉。在聯合國（UN）發布新一輪

進口太陽能產品嚴重損害國內產業，不僅增加了太

制裁的背景下，中國大陸政府正在加大對朝鮮（北

陽能產品全球正常貿易的不確定性，也無助於美國

韓）的壓力。

內太陽能產業整體健康、均衡發展。

中國大陸商務部發布聲明稱：「朝鮮（北韓）實

儘管有行業人士透露，美方最終的裁決結果將

體或個人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對所有非美國生產的太陽能商品帶來不利影響，而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應自聯合國安理會第

中國大陸廠商更可能成為重災區之一，但現實卻是

2375號決議通過之日起120天內關閉。中國大陸企業

中國大陸對歐美太陽能產品出口大幅下降，僅在

在境外與朝鮮（北韓）實體或個人設立的合資合作企

2017年上半年，大陸對美國太陽能組件出口額同比

業亦應按照上述安理會決議要求予以關閉。」

就下降96.6%。

然而，這份聲明沒有命令在朝鮮（北韓）的中

江蘇揚州一家太陽能企業負責人表示，由於歐

國大陸企業停止經營，並且聲稱一些項目可以豁

美頻繁對大陸太陽能企業發起反傾銷調查，眾多太

免，「尤其是非盈利的、非商業性公用事業基礎設

陽能企業如天合光能、保利協鑫、晶科能源等紛紛

施項目」。這一禁令可能會損及朝鮮（北韓）經濟

在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建廠，通過這些

的一大命脈，因為中國大陸佔到朝鮮（北韓）對外

國家向美國輸出產品。

貿易的80%至90%。

根據大陸工信部發布的《2016年中國太陽能產
業運行情況》，2016年中國大陸太陽能產業延續

美 201 調查作出損害裁決
大陸對美太陽能出口下滑逾 9 成
據每日經濟新聞9月25日報導，美國國際貿

2015年以來的回暖態勢，產業總產值達到3,360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7%，整體運行狀況良好。多
晶矽、矽片、太陽能電池、太陽能組件等產業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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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生產規模全球佔比均超過50%，繼續位居全球

「清」新型政商關係。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專門檔

首位。

明確企業家精神的地位和價值。

中國大陸太陽能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

全年，大陸太陽能產品出口總額為140億美元，同

常修澤長期從事企業制度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研

比下降10.4%。其中，矽片出口額27.1億美元，同

究，他認為，《意見》主要包括「環境」、「精

比增長29.2%；電池片出口額8.1億美元，同比增長

神」和「作用」三方面內容，一是營造企業家健康

11.5%；組件出口額105億美元，同比下降18%。

成長的環境，改善大陸企業家的營商環境，二是要
求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三是更好地發揮企業家的

15 家新三板公司 IPO 審核通過創紀錄

作用。

據新華網10月9日報導，今年以來，已有15家
新三板公司IPO過會，超過往年總和。節前又有3家
新三板公司宣布同日啟動IPO。

2016 年中國大陸人均國民總收入 8,260 美元
世界排名第 93 位

截至10月1日前最後一個交易日，新三板掛

據經濟日報10月10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公

牌公司11,594家，總市值達到52,452.6億元（人

布2016年大陸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達到8,260美

民幣，下同）。資料顯示，今年以來新三板掛牌

元，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16個國家（地區）人均GNI

公司累計發行股票金額979.85億元，共有2,051家

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

公司完成股票發行融資。目前新三板掛牌公司總

93位。

股本達到6,811.68億股，其中流通股本3,289.88

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2013-2016年，大陸生產

億股。掛牌公司今年成交金額累計達1,725.40億

總值年均增長7.2%，高於同期世界2.6%和發展中經

元。

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準，平均每年增量44413億元

新三板公司愛柯迪IPO成功過會，成為今年最

（按2015年不變價計算）。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

新一家登陸A股的新三板公司。統計顯示，今年以

總值同比增長6.9%，增速連續8個季度穩定在6.7%-

來，已有萬隆股份、麗島新材、九典製藥、世紀天

6.9%的區間。

鴻、銀都股份、眾源新材、阿科力、萬馬科技、凱
倫建材、佩蒂股份、艾艾精工、新天藥業、光蒲股
份、三星新材、怡達化學等15家新三板公司IPO過
會，超過往年數量總和。

上海籌劃建立自由貿易港
據第一財經日報10月20日報導，韓正表示，上
海自貿區建設，有三項重大發展：2013年9月上海
自貿區掛牌；2015年中共中央批准深化自貿試驗區

中共首次發文聚焦企業家精神
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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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今年5月，中共中央深改組正式批准全面深
化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

據新京報9月26日報導，9月25日中共公佈

韓正說，自貿區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經過這

《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

幾年改革，已有100多項創新制度在全大陸推廣。

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以下簡

關於自由貿易港，就是按照中央部署，做好方案，

稱《意見》），要求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建立

現在只是在籌劃階段，最終方案必須經過中央批准

企業家個人信用記錄和誠信檔案，構建「親」、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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