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院預估2018年中國大陸 GDP 增長 6.7%

據香港商報 2017 年12 月 21日報導，大陸社會科學院 20 日在北京發

布《經濟藍皮書：2018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預計 2018 年國

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 6.7%。

社科院藍皮書指出，全球經濟整體穩步復甦，尤其美歐日等發達國家

和地區經濟復甦好於預期，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而言外部需求明顯改善。與

此同時，大陸財政收入好於預期，財政政策更加積極，工業生產增長較快，

工業企業主動回補庫存的需求發揮作用，棚戶區貨幣化安置和返鄉置業需

求促進三、四線城市商品房銷售好轉，進而帶動了消費需求。

在上述積極因素共同作用下，藍皮書預計 2017 年全年中國大陸 GDP

增長 6.8% 左右，增速比上年增加 0.1 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在中高速適當的

經濟增長區間。

展望2018 年，中國大陸勞動力供給自2012 年進入拐點以來逐年下滑，

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維持低位運行，資本存量增速也隨著固定資產

投資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於多種因素短期內難以得到顯著改變，2018 年

中國大陸 GDP 潛在增長率會在適當區間內出現小幅下滑。

大陸發布《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據香港商報 2017 年12 月 27 日報導，大陸國家發改委 26 日公布《企

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辦法》規定，投資主體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實施不

正當競爭行為、擾亂境外投資市場秩序將被中止或停止開展項目並限期改

正，對投資主體及主要責任人處以警告。

新規顯示，針對惡意分拆、不正當競爭、威脅或損害國家利益和國家安

全、違規提供融資等違法違規行為，官方將加大懲戒力度。上述新辦法自

2018 年 3 月1日起施行。

《辦法》提出，對企業境外投資採取核准、備案管理；企業境外投資不

得威脅國家利益和安全，不得違反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發改委將聯合同

級政府有關部門建立協同監管機制，通過在線監測、約談函詢、抽查核實等

方式對境外投資進行監督檢查。對其中的非敏感類項目，中方投資額 3 億

美元及以上的，投資主體應當將有關信息告知發改委，無需備案；而中方投

資額 3 億美元以下的，無需備案也無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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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樓市調控定調： 

政策繼續支持首套剛需購

房需求

據北京商報 2017年12 月

25 日報導，大陸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後，住建部首次就 2018

年樓市調控思路表態。住建部

部長王蒙徽在大陸住房城鄉

建設會議上表示，將針對各類

需求對房地產市場實行差別化

調控政策，滿足首套剛需、支

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機炒房。

在業內看來，要滿足市場上眾多首套剛需和改善

需求，現有調控政策應根據市場變化不斷進行優

化和完善，例如對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劃分標

準進行微調。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同時提出，要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特別是長期租賃，

保護租賃利益相關方合法權益，支持專業化、機構

化住房租賃企業發展。而這也是近年來各級住房

保障政策中反復提及的重點內容之一。對此，王蒙

徽強調「具體來說，要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特

別是長期租賃，在人口淨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

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推進國有租賃企業的建

設，充分發揮對市場的引領、規範、啟動和調控作

用」，王蒙徽表示，同時支持專業化、機構化住房

租賃企業發展，加快建設政府主導的住房租賃管

理服務平台。

大陸財政部發布 

制止地方違法違規舉債報告

據香港商報 2017 年 12 月 25 日報導，大陸

財政部日前在《關於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

舉債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情況的報告》中透露，將

研究發布地方債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度，堅決

查處問責違法違規行為。

大陸財政部表示，截至 2016 年末，法定限

額內政府債務餘額 27.33 兆元人民幣（下同），

負債率（債務餘額／GDP）為 36.7%，低於主要市

場經濟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水準；地方政府債務餘

額 15.32 兆元，債務率（債務餘額／綜合財力）為

80.5%，低於國際通行的 100% 至120% 警戒線。

雖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個別地方政

府繼續通過融資平台公司、PPP、政府投資基金、

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風險

不容忽視。

從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反映的情況看，地方

政府違法違規舉債的主要原因有四個：一些地方

黨政領導幹部政績觀不正確；一些金融機構放鬆

風險管控要求，大量違規提供融資；違法違規融

資行為問責不到位；金融監管部門問責金融機構

的制度尚不健全，對相關違法違規行為處罰不嚴。

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經濟預計增6.5%

據香港商報 2017 年 12 月 26 日報導，大陸

工業和信息化部預計 2017 年中國大陸「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約 6.5%，2018 年「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增長 6%。

�近期中國大陸各地密集發布住房調控政策，圖為位於北京市昌平區的拆遷戶。

圖／歐新社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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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業和資訊化工作會議 2017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舉行。工信部預計，2017 年全大陸規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約 6.5%，單位工業增加

值能耗下降約 4%，軟件和資訊技術服務業收入

增長14%，電信業務總量增長 69%，互聯網行業

收入增長 40%。

這是近 3 年工業經濟最快的增長速度。在上

一年的工作會上，工信部預期 2017 年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增長約 6%。

工信部提出 2018 年主要預期目標：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6% 左右，規模以上企業單位

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 4%，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

量下降 4.5%；電信業務總量、互聯網行業、軟件

和資訊技術服務業收入分別增長 50%、30% 和

13% 左右。　

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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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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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國土資源部進行了開發區土地集約

利用更新評價工作，對 483 個國家級開發區土地

集約利用狀況進行了更新評價。評價顯示，483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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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人民幣（下同）；實現工業（物流）企業總收入

22.5 兆元、開發區二、三產業稅收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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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源部表示，未來將強化空間管

控，嚴格開發邊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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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年金辦法》2月起施行

據人民網 1月 4 日報導，人社部和財政部近

日聯合印發《企業年金辦法》。這個《辦法》是對

2004 年《企業年金試行辦法》的修訂和完善，將

自 2018 年 2 月1日起施行。

《辦法》規定，企業年金所需費用由企業和

職工個人共同繳納，為每個參加企業年金的職工

建立個人帳戶。企業繳費每年不超過本企業職工

工資總額的 8%，企業和職工個人繳費合計不超

過本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 12%。

職工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或者完全喪

失勞動能力時，可以從本人企業年金個人帳戶中

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領取企業年金，也可以將

本人企業年金個人帳戶資金全部或者部分購買商

業養老保險產品，依據保險合同領取待遇並享受

相應的繼承權。出國（境）定居人員的企業年金

個人帳戶資金，可以根據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本

人。職工或者退休人員去世後，其企業年金個人

帳戶餘額可以繼承。

四部委發布稅收政策　 

鼓勵外資擴大在大陸投資

據證券日報 2017 年12 月29 日報導，大陸財

政部、稅務總局、發改委、商務部聯合發佈《關於

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潤直接投資暫不徵收預提

�近期中國大陸各地密集發布住房調控政策，圖為位於北京市昌平區的拆遷戶。
大陸經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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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決定對境外投資者從

中國大陸境內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接投資於

鼓勵類投資項目，凡符合規定條件的，實行遞延

納稅政策，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財政部稅政司有關負責人表示，《通知》對

境外投資者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的條件、享受優

惠的程式和責任、後續管理、部門協調機制、不

再符合政策條件的稅務處理、特殊事項和執行時

間作了具體規定。

負責人介紹，對境外投資者暫不徵收預提所

得稅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方面的條件：一是直接投

資的形式，包括境外投資者以分得利潤進行的增

資、新建、股權收購等權益性投資行為。二是境外

投資者分得利潤的性質應為股息、紅利等權益性

投資收益，來源於居民企業已經實現的留存收

益，包括以前年度留存尚未分配的收益。三是用

於投資的資金（資產）必須直接劃轉到被投資企

業或股權轉讓方帳戶，不得中間周轉。四是鼓勵

類專案的範圍屬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

所列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或《中西部地區

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

為確保境外投資者所

分得的利潤實際用於直接

投資，《通知》規定，境外

投資者以分配利潤進行直

接投資，必須將資金（資

產）直接轉入被投資企業

或相關股東帳戶，不得中

間周轉。如果境外投資者

分得利潤在轉給被投資企

業之前在境內外的其他帳

戶周轉，則不能享受暫不

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

《通知》明定暫不徵

稅政策自 2017 年1月1日

起執行，即境外投資者在 2017 年1月1日（含當

日）以後，以分得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

直接投資可以適用《通知》規定。

中國大陸養老機構逾2.8萬家　 

養老床位近700萬張

據新華網 1月3 日報導，截至 2017 年 9 月，

大陸註冊登記的養老機構已達 2.8 萬餘家，養老

床位近 700 萬張。

大陸民政部介紹，同期，大陸民辦養老機構

達到1.25 萬餘家，同比增長 7.8%；社區養老服務

設施和互助型養老設施分別達到 3.8 萬家和 7.8

萬家。截至 2017 年11月底，醫養結合試點工作

取得較大進展，全大陸 93.4% 的養老院不同形式

提供了醫療服務；養老院護理型床位占比由 2015

年低於 30% 提升到了46.4%。

截至 2016 年底，全大陸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

有 2.3 億，占總人口的 16.7%，其中失能、部分失

能老年人約 4,000 萬人，占老年人口的 18.3%，空

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 51.3%。

 中國大陸人口進入老齡化，預測到 2050 年，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圖／歐新社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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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大陸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逾 3萬家

據證券日報1月17 日報導，商務部16 日發

布 2017 年全年對外投資合作有關情況和 2017

年全年大陸吸收外資有關情況。

2017 年大陸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 174 個國

家和地區的 6,236 家境外企業新增非金融類直

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 1,200.8 億美元，同比下

降 29.4%，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切實有效遏制。

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 1,685.9 億美元，同比

增長 5.8%；新簽合同額 2,652.8 億美元，同比增

長 8.7%。

吸收外資方面，2017 年新設立外商投資企

業 35,652 家，同比增長 27.8%；實際使用外資

8,77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9%。2017 年，

全年利用外資規模創歷史新高；與 2012 年相比，

高技術產業吸收外資占比提高了14.5 個百分點。

外資企業以占全大陸不到 3% 的數量，創造了近

一半的對外貿易、1/4 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1/5 的稅收收入。

大陸實施人才簽證制度　 

為外國人才提供綠色通道

據人民網 1月 5 日報導，大陸國家外國專家

局（以下簡稱外專局）、外交部和公安部近日聯合

印發了《外國人才簽證制度實施辦法》。

據外專局介紹，實施辦法的主要政策包括：

進一步擴大人才簽證發放範圍，凡符合《外國人

來華工作分類標準（試行）》中外國高端人才標準

條件的，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場需求導向的科

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國際企業家、專門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外國高層次人

才和急需緊缺人才，都可申請人才簽證，外國高

端人才標準將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人才資

源供求狀況實行動態調整；進一步放寬人才簽證

有效期限和停留期限，經省區市外專局確認符合

條件的外國人才，將可獲發 5 年或 10 年有效、多

次入境、每次停留180 天的人才簽證，其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也將獲發有效期相同、多次入境的相

應種類簽證；進一步提高人才簽證申辦效率，採

取全程線上、立審立辦方式，大幅壓縮審核、審發

期限，外國人才資質確認時限壓縮至5 個工作日，

高端人才及其配偶子女簽證申請最短可在申請次

日獲得簽發；免除申請費用，外國人才及其家屬

免交簽證費和急件費，「零費用」辦理。

2018 年1月1日大陸開徵環保稅

據經濟日報 2017 年 12 月 28 日報導，大陸

環保稅法於今（2018）年 1 月1 日上路，企業只

要有產生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

音等四類污染，都必須依法納稅。

中央電視台報導，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環

境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指出，今年1月

1 日起，在中國大陸領域和管轄的其他海域，直

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

他生產經營者為環境保護稅納稅人，應當依法繳

納。

上海貝斯哲事業群表示，這是以「環保稅」

取代此前由環保部門徵收的「排污費」，為大陸

又一項「費改稅」政策。根據環保稅法，應稅污染

物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音等

四類。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按官方公布的「當

量值表」，固體廢物按排放噸數及廢物種類區別

定額徵收，噪音按分貝計算。環保稅法對於各類

污染的具體稅額給定一個區間，具體課徵稅額由

地方自行訂定。漢邦管理顧問公司會計師史芳銘

提醒過去徵收「排污費」時，企業還可以跟地方

政府討價還價，但今年改為環保稅後，任何企業

只要排放就會被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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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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