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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第1季GDP成長7%
據大陸新華網4月16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第1季經

濟數據顯示，當前大陸經濟下行壓力仍大，宏觀政策仍需加大穩成長力

度。初步核算，第1季大陸生產總值（GDP）為140,667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可比價格計算，較2014年同期成長7%。

3月大陸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成長5.6%，較1至2月回落1.2%。第

1季大陸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77,511億元，成長13.5%，增速比

1至2月下滑0.4%，較2014年同期下滑4.1%。第1季民生消費品零售總

額70,715億元，成長10.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10.8%。

報導指出，大陸第1季經濟運行平穩，就業形勢、居民消費價格和

市場預期基本穩定，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2013年的46.9%，

上升至2014年的48.2%，到第一季的51.6%，顯示大陸經濟結構由工

業主導向服務型主導轉型的趨勢更加明顯。

報導引述大陸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看法，第1季宏觀數據反映

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拉動經濟成長的傳統動能正在下降，需通

過改革開放從供給端激發經濟成長的活力。溫彬表示，從經濟金融中長

期發展和結構調整方向看，著力推進產業、區域和融資三大結構調整，

有望成為助力大陸經濟未來發展的新動力。溫彬認為，隨著一系列穩成

長措施的推出和啟動，第2季以後經濟會回穩。

大陸第1季實際使用外資成長11.3%
據大陸中國網4月16日報導，大陸商務部沈丹陽表示，2015年1至3

月，大陸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145.7億元人民幣（約348.8億美元），較

2014年同期成長11.3%。3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63.8億元人民

幣（約124億美元），成長2.2%。

一、市場運作情況和特點：

2015年以來，大陸境內消費市場運作總體基本穩定。第1季大陸

民生消費品零售總額7.1兆元，成長10.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

10.8%，較2014年同期分別放緩1.4%和0.1%。據大陸商務部監測，

第1季5,000家重點零售企業銷售額成長4.6%，較2014年同期放緩

1.1%。

二、關於對外貿易情況

據大陸海關初步統計，2015年第1季大陸進出口5.54兆元，較2014

年同期下降6%。其中，出口3.15兆元，成長4.9%；進口2.39兆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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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7.3%；順差7,553億元，成長6.1倍。按美元計，

大陸進出口9,042億美元，下降6.3%。其中，出口

5,139億美元，成長4.7%；進口3,902億美元，下降

17.6%；順差1,237億美元，成長6.1倍。

三、關於吸收外資情況

2015年1至3月，大陸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861

家，較2014年同期增長22.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2,145.7億元人民幣（約348.8億美元），成長11.3%

（未含金融領域數據，下同）。3月當月，外商投資

新設立企業2,030家，成長0.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763.8億元人民幣（約124億美元），成長2.2%。1

至3月吸收外資有以下特點：

1至3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215.9億美元，

成長24.1%，在大陸總量中的比重為61.9%；農、

林、牧、漁業實際使用外資5億美元，成長14.8%，

在大陸總量中的比重為1.4%。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112.2億美元，下降3.6%，在大陸總量中的比重為

32.2%。

1至3月，美國、日本、東協對大陸投資金額分

別下降40.4%、12.3%和31.2%；歐盟28國對大陸投

資成長30.5%。1至3月大陸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

金額1,825.51億元，成長18.8%；中部地區實際使用

外資金額163.67億元，下降26%；西部實際使用外

資金額148.96億元，下降15.2%。

 

「一帶一路」規劃推出　圈定18個省份
據大陸中國網4月5日報導，大陸發改委、外交

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份願景與

行動從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

合作機制等方面闡述「一帶一路」的主張與內涵，提

出共建「一帶一路」的方向和任務。

報導指出「一帶一路」重點方向：

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大陸經中亞、俄羅斯

至歐洲（波羅的海）；大陸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

地中海；大陸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大陸沿海

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大陸沿海港口

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2個核心：新疆、福建；18省份：新疆、陜西、

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

廣西、雲南、西藏、上海、福建、浙江、廣東、海

南、重慶；7個高地：西寧、成都、鄭州、武漢、長

沙、南昌、合肥；15個港口建設：上海、天津、寧

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煙臺、

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2個國際樞

紐機場：上海、廣州。

西北、東北地區包括新疆—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

核心區，陜西—打造西安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寧

夏—推進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甘肅、青

海—加快蘭州、西寧開發開放，內蒙古—發揮聯通俄

蒙的區位優勢；黑龍江—完善對俄鐵路通道和區域鐵

路網，黑龍江、吉林、遼寧—完善與俄遠東地區陸海

聯運合作，推進構建北京—莫斯科歐亞高速運輸走

廊，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區包括廣西—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

西江經濟帶開放發展，構建面向東協區域的國際通

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策略支點；雲

南—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打造大湄

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高地，建設成為面向南亞、東

南亞的輻射中心。

西藏：推進與尼泊爾等國家邊境貿易和旅遊文化

合作。

內陸地區包括重慶—打造重慶西部開發開放重要

支撐，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打造

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鄭州、西安—支援建設航空

港、國際陸港，加強內陸口岸與沿海、沿邊口岸通關

合作，開展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

沿海和港澳台包括上海—加快推進上海自貿區建

設，福建—支援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

推進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建設，浙江—推進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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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建設、舟山群島新區建設，海

南—加大國際旅遊島開發開放力度，深圳前海、廣州

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

 

發布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備案

管理試行辦法

據大陸中國網4月21日報導，大陸商務部發布

「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備案管理辦法（試行）」

(以下簡稱「辦法」)。

該「辦法」共20條，分別規定備案適用範圍、

備案機構、備案方式、備案程式、資訊報告、監督

檢查及誠信管理等內容。該「辦法」以2013年9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

資企業備案管理辦法」為基礎，在以下方面作了改

進：

(一) 將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備案與企業設立或變更

的登記環節脫鉤，即不以備案作為登記的前置條

件。

(二) 引入資訊報告制度，區內所有外商投資企業均須

履行年度報告義務。

(三) 細化對外商投資的監督檢查要求，明確檢查機

關、方式、內容，以及對監督檢查中發現問題的

處罰措施。

(四) 建立外商投資誠信檔案系統，在各部門之間實現

備案、誠信資訊的共用。通過上述制度安排，進

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推進外商投資管理制度改

革，在自貿試驗區內進一步提高外商投資便利化

程度。

另外，據大陸中國網4月20日報導指出，大陸國

務院已批准「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

措施（負面清單）」（以下簡稱「自貿試驗區負面清

單」），「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的禁止類以及

標註有「限於合資」、「限於合作」、「限於合資、

合作」、「陸方控股」、「中方相對控股」和有外資

比例要求的項目，不得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

「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中未列出的與國家安

全、公共秩序、公共文化、金融審慎、政府採購、補

貼、特殊手續和稅收相關的特別管理措施，按照現行

規定執行。自貿試驗區內的外商投資涉及國家安全

的，須按照「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

試行辦法」進行安全審查。香港、澳門、臺灣投資者

在自貿試驗區內投資參照「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執

行。「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自印發之日起30日後

實施，並適時調整。

 

發布粵閩津三大自貿區總體方案

據大陸中國網4月20日報導，備受關注的大陸第

2批3家自貿區，福建、廣東、天津自貿區總體方案

終於發布。

根據該方案，廣東自貿區的策略定位為，依託港

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將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

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

樞紐和大陸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目標經過3至

5年改革試驗，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

境，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現粵港澳深度合作，

形成國際經濟合作競爭優勢，建成符合國際高標準的

法制環境規範、投資貿易便利、輻射帶動功能突出、

監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貿易園區。

天津自貿區的策略定位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

任務，以可複製可推廣為基本要求，努力成為京津

冀協同發展高水準對外開放平台、大陸改革開放先

行區和制度創新試驗地區、面向世界的高水準自由

貿易園區。目標經過3至5年改革探索，將自貿試驗

區建設成為貿易自由、投資便利、高端產業集聚、

金融服務完善、法制環境規範、監管高效便捷、輻

射帶動效應明顯的國際一流自由貿易園區，在京津

冀協同發展和大陸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示範引領作

用。

福建自貿區的策略定位為，圍繞立足兩岸、服務

大陸、面向世界的策略要求，充分發揮改革先行優

勢，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把自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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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區建設成為改革創新試驗地區；充分發揮對臺優

勢，率先推進與台灣投資貿易自由化進程，把自貿試

驗區建設成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範區；充分發揮

對外開放前沿優勢，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

區，打造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開放合作新高地。

 

發布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意見

據大陸中國網4月20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發布

「關於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這

是大陸首次全面系統地提出展覽業發展的策略目標和

主要任務，並對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作出全面

安排。

該意見指出，近年來，大陸展覽業快速發展，已

經成為構建現代市場體系和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重要平

台，同時，也存在著結構不合理、政策不完善、國際

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亟需深化改革，開拓創新，進一

步提高展覽業發展水準。

該意見提出四個方面的措施要求：

一是改革管理體制。加快簡政放權，建立部際聯

席會議制度，統籌協調，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推動展

覽業市場化進程，嚴格規範各級政府辦展行為，逐步

加強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的力度。發揮仲介組織作

用，提高行業自律水準。

二是推動創新發展。加快資訊化進程，提升組織

化水準，健全展覽產業鏈，形成行業配套、產業聯

動、運作高效的展覽業服務體系。要完善展館管理運

營機制，制訂公開透明和非歧視的場館使用規則。深

化國際交流合作，與國際展覽業組織、行業協會、展

覽企業等建立合作機制。

三是優化市場環境。完善行業標準體系和誠信體

系，打擊侵權和假冒偽劣。加強展會智慧財產權保

護，提升對展會智慧財產權的創造、運用和保護水

準。

4月21日，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運行，成為大陸長江以北的第一個自貿區。

圖為位於天津濱海新區的于家堡金融區景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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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強化政策引導。優化展覽業布局，推動建設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展覽城市和展覽場館，培育品

牌展會。落實財稅政策，改善金融保險服務，提高參

展辦展便利化水準。要健全行業統計制度，建立和完

善展覽業統計指標和監測分析體系。加強人才體系建

設，全面提升從業人員整體水準。

 

公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

辦法」

據大陸中國網4月21日報導，大陸國務院通過

「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用制度

創新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報導指出，按照大陸工作報告部署，開展基礎設

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是重要的改革和制度創新，

可以擴大民間投資領域，激發社會活力，增加公共產

品和服務供給，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經濟發展

「雙引擎」。

根據「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

法」：

(一) 在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等基礎設施和

公用事業領域開展特許經營。

(二) 境內外法人或其他組織均可通過公開競爭，在一

定期限和範圍內參與投資、建設和運營基礎設施

和公用事業並獲得收益。

(三) 完善特許經營價格或收費機制，政府可根據協

議給予必要的財政補貼，並簡化規劃選址、用

地、項目核准等手續。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

可給予差異化信貸支援，貸款期限最長可達30

年。

(四) 允許對特許經營項目開展預期收益質押貸款，

鼓勵以設立產業基金等形式入股提供項目資本

金，支援項目公司成立私募基金，發行項目收益

票據、資產支援票據、企業債、公司債等拓寬融

資渠道。

(五) 嚴格履約監督，保障特許經營者合法權益，穩定

市場預期，吸引和擴大社會有效投資。 

 

7省市上漲最低工資
據香港商報4月2日報導，大陸中華全國總工會

通報大陸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情況，已有北京、

上海、天津、湖南、廣東、海南、西藏7個省（區、

市）相繼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普遍在

10%左右，較之2014年，增幅有所降低。

上海以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2,020元（人民

幣，下同）位列大陸首位，廣東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

調至1,895元，位列第二；天津月最低工資標準調至

1,850元，位列第三；北京月最低工資標準從1,560元

調整至1,720元，位列第四。

該通報指出，2014年大陸19個地區月最低工資

標準平均成長幅度為14%，增幅低於2013年17%的

幅度。有專家稱，目前，北京、上海在計算最低工資

標準時未按有關規定考慮個人應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等

因素，該兩個直轄市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淨收

入」。相對於其他地區，其最低實際水平比較高。

根據該通報，幾乎所有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都

在1,000元以上。其中，廣西與其它地區相比，月

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為830至1,200元；而貴州、黑

龍江兩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分為850至1,030元、850

至1,160元。同時，遼寧、吉林、黑龍江等13個省

（區、市）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其中，黑龍江、西

藏已經連續2年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不符合「最低

工資規定」中「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

的要求。

據悉，大陸「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國務院批轉

「關於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文件規

定，「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年均成長13%以

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

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數據顯示，在2015年調整

最低工資標準的6個省份中，天津已完成「十二五」

期間年均成長13%的目標，北京、廣東基本完成。

2015年尚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25個省市中，16個

省市在2015年需成長最低工資標準15%以內，即可

完成年均成長13%的目標，其他地區壓力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