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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5年五大主要任務
據大陸人民網2014年12月11日報導，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4

年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提出2015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一) 努力保持經濟穩定成長：保持穩成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堅持宏觀

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保持宏觀政

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二)	積極發現培育新成長點：大陸存在大量新的成長點，潛力巨大。發

現和培育新的成長點，⑴市場要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

作用，主要靠市場發現和培育新的成長點。⑵創新要實，推動全面

創新，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成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

在的產業活動。⑶政策要寬，營造有利於大眾創業、市場主體創新

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政府要加快轉變職能，創造更好市場競爭

環境，培育市場化的創新機制。

(三)	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解決好「三農」問題，必須繼續夯實農業

穩定發展的基礎、穩住農村持續向好的局勢，穩定糧食和主要農產

品產量，持續增加農民收入。

(四)	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要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

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

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策略，要繼續實施。要重點實施「一帶一

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策略，爭取2015年有個

良好開局。

(五)	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引導輿論的基本思路，更加注重保障基

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定。做好

就業工作，發揮市場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

能接受公平的有質量的教育，要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濟。

 

大陸社科院預估大陸今年經濟成長7.4%
據大陸新華網2014年12月7日報導，大陸社會科學院財經策略研究

院發布「中國大陸宏觀經濟運行報告（2014－2015）」預估，2015年

大陸經濟成長7.0%左右。

該「報告」預計，2014年第4季CPI上漲1.5%左右，全年漲幅為

2.0%左右；2014年第4季GDP成長7.3%左右，全年GDP成長7.4%。

該「報告」還預估，2015年經濟成長7.0%左右，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1.9%左右。總體上，經濟成長保持平穩，運行在合理區間。

對此，該《報告》建議，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2015年

需要實施更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

(一)	提高資金使用效率：2014年，在加強反腐力度、嚴肅財務紀律

的背景下，政府性資金沈澱規模進一步增大，產生緊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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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活財政資金」已經成為深度的問題。就長

期來看，解決該問題的思路是簡政放權，壓縮

政府規模，減少財政收支規模，通過結構性減

稅「還稅於民」，從根本上解決財政支出「虛

胖」的問題，在短期內，需要清理、歸併，合理

安排預算支出。

(二)	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在經濟減速過程中，財政政

策受經濟基本面影響，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另一

方面財政又需要承擔逆周期調控的責任，需要擴

大支出，這就必然要求赤字規模和債務規模適

度擴大。以往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的最高水平是

2.9%，2015年，大陸財政赤字宜掌握在16,500

億元上下，比2014年增加3,000億元。如此，財

政赤字率可控制在2.5%左右，提高0.3%左右。

(三)	在促進經濟向「目標新常態」轉型方面，要做

到優化收入和支出結構：在收入方面，包括⑴

清費立稅，擴大政府收入的常規性；⑵調整稅制

結構，增加直接稅比重。在財政支出面上，做到

財政統籌、穩定規模與調整結構並重，包括⑴統

籌預算，建立公共資源的統配模式；⑵穩定稅

負、定向減稅和調整支出結構，向科技創新和民

生領域傾斜。 

 

大陸商務部實施6大專項促進內貿流通發展
行動計畫

據大陸新華網2014年11月27日報導，大陸商務

部副部長房愛卿表示，商務部將在大陸開展6大「專

項行動計劃」促進內貿流通健康發展，包括規範促進

電子商務發展、商貿物流標準化、居民生活服務業轉

型發展、大陸農產品骨幹網絡建設、商務誠信建設和

強化執法司法協作6個方面。

房愛卿指出，2014年大陸境內消費市場運行總

體基本平穩，1至10月，大陸民生消費品零售總額比

2013年同期成長12.1%。大陸前3季最終消費支出對

生產總值成長的貢獻率為48.5%，比投資的貢獻高約

7%。

他表示，2014年大陸消費市場呈現四大等點：一

是訊息消費強勁成長；二是服務消費繼續加快；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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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化消費穩步回升；四是綠色健康消費深入人心。

預計後期消費市場將進入平穩健康發展的新周期。

報導指出，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早前發布「關於促

進內貿流通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是從推進現代流

通方式發展，加強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深化流通領域

改革創新，改善營商環境四大方面作出部署。 

 

公布第3次經濟普查數據七大主要成果
據大陸人民網2014年12月16日報導，大陸國務

院第3次全大陸經濟普查領導小組馬建堂表示，歷時

2年多的第3次大陸經濟普查基本結束。主要成果包

括7大方面：

(一) 單位情況。2013年年末，大陸共有從事第二產

業和第三產業的法人單位1,085.7萬個，比2008

年年末（2008年是第2次大陸經濟普查年份，下

同）增加375.8萬個，成長52.9%；產業活動單

位1,303.5萬個，增加417.1萬個，成長47.1%；

有證照個體經營戶3,279.1萬個，增加405.4萬

個，成長14.1%。

 按登記註冊類型分：2013年年末，大陸共有從

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820.8

萬個，比2008年年末增加324.9萬個，成長

65.5%。其中，國有企業11.3萬個，佔1.4%；

私營企業560.4萬個，佔68.3%；港、澳、臺商

投資企業9.7萬個，佔1.2%；外商投資企業10.6

萬個，佔1.3%。

(二)	從業人員情況。2013年年末，大陸第二產業和

第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35,602.3萬人，比

2008年年末增加8,290.8萬人，成長30.4%。有

証照個體經營戶從業人員9,013.4萬人，比2008

年年末增加818萬人，成長10%。

(三)	企業資產情況。2013年年末，大陸第二產業和

第三產業企業資產總計466.8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比2008年年末增加259萬億元，成長

124.6%。

(四)	服務業情況。2013年年末，從事第三產業的

法人單位811.3萬個，佔全部法人單位比重

為74.7%，比2008年提高5.7%；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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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6.6萬人，佔全部法人單位從業人員比重為

45.9%，比2008年提高3.5%。

(五) 小微企業情況。2013年年末，從事第二產業和

第三產業的小微企業法人單位785萬個，佔全部

企業法人單位95.6%；從業人員14,730.4萬人，

佔全部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50.4%。

(六)	策略性新興產業情況。2013年年末，在第二產

業和第三產業中有策略性新興產業活動的企業法

人單位16.6萬個，佔全部企業法人單位2%；從

業人員2,362.3萬人，佔全部企業法人單位從業

人員8.1%。

(七)	主要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從法人單位看，第二產

業佔25.3%，比2008年年末下降5.7%；第三產

業佔74.7%，提高5.7%。從從業人員看，第二

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佔全部法人單位從業人員

的54.1%，比2008年年末下降3.5%；第三產業

法人單位從業人員佔45.9%，提高3.5%。

對部分進口商品實施低於「最惠國稅率」

優惠

據大陸中國網2014年12月16日報導，自2015年

1月1日起，大陸將對進出口關稅進行部分調整，包

括對部分進口商品實施低於「最惠國稅率」的進口暫

定稅率。

大陸財政部表示，2015年對進出口稅則中部分

稅目進行調整。調整後大陸稅則稅目總數將由8,277

個增加到8,285個。

其中，2015年部分商品將首次實施進口暫定稅

率和進一步降低稅率，包括光通訊用鐳射器、全自動

銅絲焊接機等先進製造業所需的設備、零部件；電動

汽車用電子控制制動器等有利於節能減排的環保設

備；乙烯、鎳鐵等大陸生產所需的能源資源性產品；降

脂原料藥、夏威夷果、相機鏡頭等藥品和日用消費品。

同時，統籌考慮產業、技術發展和市場情況，

2015年製冷壓縮機、汽車收音機、噴墨印刷機等商

品將不再實施進口暫定稅率，並適當提高天然橡膠等

商品的暫定稅率水準。

此外，繼續以暫定稅率的形式對煤炭、原油、化

肥、鐵合金等產品徵收出口關稅。根據大陸化肥、煤

炭供需情況的變化，適當調整化肥出口關稅，對氮

肥、磷肥實施全年統一的出口關稅稅率，適當降低煤

炭產品出口關稅稅率。

依據大陸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或關稅優惠協定，

2015年大陸將繼續對原產於東協各國、智利、巴基

斯坦、紐西蘭、秘魯、哥斯大黎加、南韓、印度、斯

里蘭卡、孟加拉、瑞士、冰島等國家的部分進口產品

實施協定稅率，部分稅率水準進一步降低。同時，在

大陸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框架下，對原

產於港澳地區且已制定優惠原產地標準的產品實施零

關稅。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原產於臺

灣的部分產品實施零關稅。對原產於衣索比亞、葉

門、蘇丹等41個國家的部分商品實施特惠稅率，其

中對衣索比亞等24個國家的97%稅目商品實施零關

稅特惠稅率。 

 

上海自貿試驗區推動下階段3重點工作
據大陸中國網2014年12月7日報導，上海自貿試

驗區將重點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	以擴大服務業開放為重點，進一步優化負面清

單管理模式：在協調落實好前兩批54項擴大

開放措施的基礎上，對標國際高標準投資貿易

規則，著眼進一步提高透明度，爭取儘快推出

2015版負面清單，並研究提出新一輪擴大開放

措施。

(二)	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點，進一步完善事中事後監

管制度。藉現代資訊技術，加快建立以「大數

據」為支撐的風險「防火牆」，提高開放環境下的

監管能力。近期將重點加強資訊共用平台、市公

共信用資訊服務平台自貿試驗區子平台的建設。

(三)	以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為重點，加大自

主改革探索力度：著眼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

治化的公平、統一、高效營商環境， 

報導指出，2014年9月26日，上海自貿試驗區管

委會知識產權局已正式成立，下一步管委會將在試驗

區綜合監管和執法聯席會議制度下，與海關、工商、

公檢法等相關部門，共同研究建立智慧財產權行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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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聯動機制、智慧財產權糾紛多元解決機制、智慧財

產權保護社會參與機制。

 

23省公布企業工資指導線　多地方下調
據大陸新華網2014年12月11日報導，截至目

前，大陸共有23個省份公布2014年企業工資指導

線，其中基準線平均在12%左右，相比2013年有明

顯下降。

在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3個省份中，河南和新

疆的基準線最高，均為15%。基準線最低的廣東省

為9%，比2013年的10.5%下降1.5%，是目前唯一

基準線低於10%的地區。

寧夏、山東、山西、新疆、廣西等地工資指導

線比2013年均有所下調。如寧夏工資成長基準線由

2013年的15%降至2014年的13%，廣西由13%降

至12%。23個省份的基準線平均值也因此降至12%

左右。回顧2013年，大陸有17個地區制定工資指導

線，基準線普遍在14%左右。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劉學

民認為， 2014年多地均下調工資指導線，反映總體

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各地普遍出現經濟成長放緩、企

業用工成本上升且利潤空間縮小的現實情況。

報導引述專家表示，工資集體協商應在當地政府

發布的工資指導線及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基礎

上，因地制宜確定協商內容，對生產經營正常和效益

較好的行業、企業，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工資成長幅

度。工資協商應參考的因素包括工資指導線，地區、

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和人工成本水平，上年度本

企業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地區城鎮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等。

 

不動產登記制3月上路
據經濟日報2014年12月23日報導，大陸中國政

府網12月22日發布「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並自

2015年3月1日起實施。

大陸經濟參考報引述一位地方「國土」部門人

士表示，不動產統一登記實際上是為將來的房產稅

開徵、個人不動產資訊查詢、甚至「以房反腐」做前

期準備工作。

大陸中國經營網報導指出，大陸社會公認且為最

為重要的一點，是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將打擊擁有多

套房的「房叔」、「房姐」，並讓其無法再透過異地

購房來隱匿財產。條例在2015年3月才上路，但外界

預期，在實施之前，大陸很可能將出現猛烈的房產出

售熱潮，剛剛止跌的房價也將發生變數。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研究所教授張

耀軍表示，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實施勢必會對房市產生

一定影響，因為登記之後資訊就變得公開化、透明

化，對於炒房的人就是一種限制。

華爾街見聞報導引述大陸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

員會副主任顧雲昌認為，不動產登記的主要目的有兩

個，第一，對全大陸不動產的數量、類別、分布及產

權狀況等建立基礎數據，可大幅提高房地產及其他宏

觀政策的科學性和針對性。第二，相關條例能夠確保

權利人的利益，一旦發生爭議，民眾能夠根據不動產

登記簿的記載來釐清，避免引發矛盾和糾紛。

 

明確扶持中小微企業政策適用於個體戶

據大陸中國網2014年12月2日報導，大陸工商總

局個體司副司長張霞表示，11月30日大陸李克強總

理正式簽署「國務院關於扶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

的意見」（52號文件），52號文件有一些新的制度

設計和創新。

張霞表示，文件中首次明確扶持小微企業的各種

政策適用於個體工商戶。根據大陸現行的中小企業劃

型標準，個體工商戶是一種自然人的狀態，個體工商

戶不是企業，雖然是從事經營活動，也在工商局登

記，但是是自然人的狀態，並不是一個企業。

他指出，劃型標準裡面劃的是企業，但是其中最

後也有一條是個體工商戶的劃型或者大小的界定是參

照執行，因為有的個體工商戶的規模也是比較大的。

在之前這些支援、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中沒

有明確地說是否包括個體工商戶，各地、各個部門在

執行的過程中也不統一，所以該文件中就對此進行明

確的規定，也便於政策在各地和各部門統一貫徹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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