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據工商時報 2017 年 12 月 21 日報導，為期 3 天的大陸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於 20 日落幕，對於 2018 年大陸經濟工作的要求，為「今後 3 年要

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

治三大攻堅戰」。會議並就此提出 8 項重點工作。

會議確定，今後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範

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其中，重點防控金融風

險，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

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和處置。

同時，要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不降

低也不調高標準。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調整產

業、能源及運輸結構，淘汰落後產能，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會議指出，

今後要以此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好 8 項重點工作，分別是 1. 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2.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3.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4. 實施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5.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格局、6.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7. 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及 8.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
�歐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

據經濟日報2017年12月4日報導，歐盟各國政府4日將採取新措施，

形同確認中國大陸及其他9國已具備「市場經濟地位」，18日正式公布。

此舉將改變歐盟對這些國家計算「反傾銷稅」的方式，使歐盟更難防禦進

口鋼筋、太陽能板、鋁箔、自行車、螺絲釘、紙類等多項產品的競爭壓

力。歐盟原本預設，中國大陸等國家的出口商是以「非市場條件」營運，

認定中國大陸政府以人為方式降低國內售價，不能以此作為可靠的「正常

價格」指標。歐盟因而採用「替代國模式」，使用其他國家的數據，計算

對中國大陸產品的反傾銷稅，使歐盟能對中國大陸進口品課徵較高的反傾

銷稅。

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法規，歐盟能採用「替代國模式」的期限

已於去年12月屆滿，中國大陸隨即向WTO提出抗議，促使歐盟改變相關

法規。歐盟今後將改採更透明化的程式，決定這些國家的進口品是否以不

公平方式，傷害歐盟生產者。歐盟對中國大陸示惠，是鑒於美國保護主義

升高，而歐盟與中國大陸皆致力於推動全球貿易之故。美國已拒絕承認中

國大陸具備「市場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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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告知 WTO　�

不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

據 2017 年中央社 12 月 2 日報導，美國貿

易代表署美東時間 1 日證實，美國政府已正式

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書面文件，反對

在反傾銷調查中給予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待

遇。

美國政府認為，依照 WTO 的前身─關稅暨

貿易總協定（GATT）有關反傾銷協議規定及幾

十年間的法律判例，美國政府可繼續在反傾銷

調查中，拒絕採用中國大陸「非市場經濟條件

下」形成的價格和成本，而採用符合市場經濟

的第三國（替代國）數據。美國貿易代表署表

示，歐盟對中國大陸實施反傾銷「替代國」作

法，先前遭中國大陸向 WTO 控告。而美國政府

已於 11 月 21 日向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專家組提

交書面陳述，表明美方立場，並於 11 月 30 日

首次對外公佈上述文件。

防資產轉移　大陸禁民企虛假境外投資

據香港商報 2017 年 12 月 19 日報導，18

日發布的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

為規範》要求，民營企業境外投資應按照相關

規定，主動申請備案或核准。民企不得以虛假

境外投資非法獲取外匯、轉移資產和進行洗錢

等活動。近年來，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境外投資

步伐明顯加快，為提高「走出去」的品質和水

準，大陸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

工商聯聯合制定了上述規範。

規範要求，民營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應堅持

企業主體、市場運作，自主決策、自負盈虧，

量力而行、審慎而為，著力提高企業創新能力、

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

對於投資對象，規範要求，民營企業要加

強對境外分支機構在資金調撥、融資、股權和

其他權益轉讓、再投資及擔保等方面的監督和

管理，審慎開展高槓桿投資，規範境外金融衍

生品投資活動。規範還要求民營企業在收購境

外企業前，要對目標企業開展環境盡職調查。

對於對外投資的資金和過程，規範要求，

民營企業在境外跟蹤擬使用中國大陸金融機構

信貸保險的項目，未取得有關金融機構出具的

承貸、承保意向函前不得做出對外融資或保險

承諾。

規範指出，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應堅持

公平競爭，堅決抵制商業賄賂，不得向當地公

職人員、國際組織官員和關聯企業相關人員行

賄。不得串通投標，不得詆毀競爭對手，不得

虛假宣傳業績或採取其他不正當競爭手段。

�
大陸國土資源部：�

長期圈佔土地的開發區將被降撤

據新京報 2017 年 12 月 22 日報導，大陸國

土資源部發布通報稱，大陸國家級開發區將建

立健全激勵機制和退出機制，長期圈佔土地、

開發程度低的將被降級乃至撤銷。

2017 年大陸國土資源部開展了境內開發區

土地集約利用更新評價工作，對 483 個開發區

土地集約利用狀況進行了更新評價。評價顯示，

483 個大陸國家級開發區批復範圍內土地總面

積 4,788 平方公里，約佔全大陸建設用地面積的

1.2%，平均單個開發區面積為 9.9 平方公里。其

中，東部地區 236 個，中部地區 99 個，西部地

區 106 個，東北地區 42 個。

截至 2016 年底，483 個大陸國家級開發區

累計完成工業（物流 ) 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11.7 兆元；實現工業（物流）企業總收入 22.5

兆元人民幣（下同）、開發區二、三產業稅收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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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2.4 兆元、工業（物流）企業稅收總額 1.1

兆元 ; 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總收入 9.9 兆元、高新

技術產業稅收總額 0.5 兆元。

大陸國土資源部發布通報稱，支持土地利

用效率高、土地節約集約評價成果排名靠前的

開發區擴區、調區。對於不符合條件的，堅決

予以清退。加強動態管理，建立健全激勵機制

和退出機制。對評價結果好的開發區優先考慮

擴區、升級，對評價結果不理想的開發區提出

警告，限期整改；對整改不力，特別是長期圈

佔土地、開發程度低的開發區，要核減面積或

予以降級、撤銷。

大陸 4兆人民幣建鐵路

據 香 港 商 報 2017 年 11 月 25 日 報 導，

大陸發改委等四部委昨日聯合印發的《鐵路

「十三五」發展規劃》，提出到 2020 年，大陸

鐵路營業里程達到 15 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 3

萬公里。全大陸鐵路網基本覆蓋城區常住人口

20 萬以上城市，高速鐵路網覆蓋 80% 以上的大

城市。按照規劃，未來5年，

鐵路年均投資將超 8,000 億

元人民幣（下同），總額達 4

兆元。

《規劃》指出，到 2020

年，路網建設方面，全大陸

鐵路營業里程達到 15 萬公

里，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

中西部路網規模達到 9 萬公

里左右。城際和市域（郊）

鐵路規模達到 2,000 公里左

右。運輸服務方面，鐵路網

基本覆蓋城區常住人口 20 萬

以上城市，高速鐵路網覆蓋

80% 以上的大城市。動車組列車承擔旅客運量

比重達到65%。北京至大部分省會城市之間2～

8小時通達，相鄰大中城市1～4小時快速聯繫，

主要城市群內 0.5 ～ 2 小時便捷通勤。資訊化建

設方面，客運網上售票比例達 80%，完成貨物

受理、電子支付、物流追蹤等貨運業務網上辦

理。

從嚴審核成常態　�

八類情形將中止 IPO 審查

據北京日報 2017 年 12 月 9 日報導，大陸

證監會最新發佈的監管問答，就首次公開發行

股票申請的回饋回復時間、中止審查、恢復審

查、終止審查等作出明確規定。其中明確，發

行人、仲介機構等出現涉嫌違法違規且對市場

有重大影響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等 8 種情形，都

將導致 IPO 中止審查。

在IPO提速的同時，從嚴審核已成為常態。

自 10 月份新一屆發審委亮相後，截止到 12 月

7 日，發審委審核了 72 家公司的 IPO 申請，但

圖／東方 IC

 河北石家莊新樂市郵政局工作人員展示 2017 年發行的《中國高速鐵路發展成就》
紀  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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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闖關的只有 43 家，通過率不足 60%。

證監會表示，發行人的申請受理後到通過

發審會期間，如果出現以下 8 種情形，都將會

被中止審查。具體為：

1. 發行人、或者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

人因涉嫌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或者

被司法機關偵查，尚未結案；

2.	 發行人的保薦機構、律師事務所等仲介機構

因首發、再融資、併購重組業務涉嫌違法違

規，或其他業務涉嫌違法違規且對市場有重

大影響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或者被司法機關

偵查，尚未結案；

3.	 發行人的簽字保薦代表人、簽字律師等仲介

機構簽字人員因首發、再融資、併購重組業

務涉嫌違法違規，或其他業務涉嫌違法違規

且對市場有重大影響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或

者被司法機關偵查，尚未結案；

4.	 發行人的保薦機構、律師事務所等仲介機構

被證監會依法採取限制業務活動、責令停業

整頓、指定其他機構託管、接管等監管措施，

尚未解除；

5.	 發行人的簽字保薦代表人、簽字律師等仲介

機構簽字人員被證監會依法採取市場禁入、

限制證券從業資格等監管措施，尚未解除；

6.	 對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的規定，需要

請求有關機關作出解釋，進一步明確具體含

義；

7.	 發行人發行其他證券品種導致審核程式衝突；

8.	 發行人及保薦機構主動要求中止審查，理由

正當且經證監會批准。

�
大陸成立國家能源集團　�

資產規模 1.8 兆元人民幣

據大陸央視 2017 年 11 月 28 日報導，由大

陸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併

重組成的新公司—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 11 月 28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重組後公司

的資產規模超過 1.8 兆元人民幣（下同），是世

界最大的煤炭生產、火力發電生產、可再生能

源發電生產和最大煤製油、煤化工公司。

大陸國家能源集團擁有四個世界之最，分

別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產公司、世界最大的火

力發電生產公司、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生產公司和世界最大煤製油、煤化工公司。該

集團擁有生產煤礦 83 個（露天煤礦 16 個），

核定產能 4.29 億噸。煤炭供應全大陸及日、韓

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大陸國家能源集團還擁有

2,155 公里的鐵路，年輸送量 3 億噸的港口，以

及 80 艘自有船舶的船隊。

�
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下降　�

平均稅率由 17.3% 降至 7.7%

據大陸財政部 2017 年 11 月 24 日消息，經

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批

准後，大陸將對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進行調整。

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開始實施。

自 2015 年以來，大陸已陸續降低了部分服

裝、箱包、鞋靴、特色食品和藥品等消費品的

進口關稅。本次進一步降低消費品進口關稅，

範圍涵蓋食品、保健品、藥品、日化用品、衣

著鞋帽、家用設備、文化娛樂、日雜百貨等各

類消費品，共涉及 187 個 8 位稅號，平均稅率

由 17.3% 降至 7.7%。

�
�麥肯錫報告稱�

�中國大陸消費者信心達 10年新高

據參考消息網 2017 年 11 月 27 日報導，國

際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日前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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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中國大陸消費者

調查年度報告稱，中

國大陸消費者的信心

已達到10年來新高，

約八成消費者預期未

來五年收入將增長；

「90 後」等年輕人

正在崛起，成為中國

大陸消費新引擎。

另據路透社上海

11月24日報導，「90

後」是指在上世紀

90 年代出生，目前

年齡在17至 27歲之

間人群。報告稱「90

後」消費群體佔中國

大陸總人口的 16%，從現在起到 2030 年，他們

將貢獻中國大陸總消費增長的 20% 以上，高於

其他任何人口類別。

報告亦指出，雖然大陸消費者信心創新高，

但由於整體經濟和家庭的負債率很高，中國大

陸消費者有充足理由對未來持謹慎態度。一邊

是居高不下的房價、大筆的子女教育費用以及

老齡化社會日漸沉重的照顧老人負擔，另一邊

則是收入增長的緩慢和物價的上漲，這些給中

國大陸消費者的前景蒙上了陰影。

報告還指出，在消費者信心持續走強的背

後是越來越多的自由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消費升級的驅動，即消費者傾向於購買更高

端的品牌。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傾向購買更貴

品牌的消費者佔比，明顯高於美國和德國等發

達經濟體。麥肯錫 2017 年在調查中，共走訪了

近萬名 18 ～ 65 歲的大陸消費者，這些消費者

來自 44 個城市和 7 個鄉鎮。

�
�2021 年底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據經濟日報 2017 年 12 月 11 日報導，到

2021 年底基本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大

陸農業部副部長葉貞琴表示：我們已經分兩批選

擇129個縣開展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

一些省份也自行選擇部分縣和村進行了試點。

2018 年改革試點將繼續擴大，試點縣將增加到

300 個。同時，再選擇 50 個改革基礎較好的地

市和個別省份開展整省整市試點，力爭 2021 年

底完成改革。

大陸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據統計，

全大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帳面資產總額（不含

西藏）為 2.86 兆元人民幣（下同），村均 493.6

萬元。其中，東部地區資產總額 2.16 兆元，占

75.5%，村均 929.5 萬元。業內普遍認為，大量

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

有的作用；如果不儘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

或者被貪占的危險。

 麥肯錫報告稱，中國大陸消費者的信心已達到 10 年來新高。圖為南京市某大型超市消費者選購
商品。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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