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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外儲大降1,079億美元　創史上最大降幅
據鉅亨網及北京晨報1月7日及8日綜合報導，大陸人民銀行發佈金

融資料顯示，去（2015）年12月外匯儲備3.33萬億美元，預期3.415萬

億美元，前值3.4383萬億美元。12月外儲大降1,079億美元，創史上最

大降幅。

大陸人行資料顯示，2015年12月末，外匯儲備餘額為3.33萬億美

元，較11月末下降1,079億美元，較2014年末下降了5,126.56億美元。

實際上，除了去年8月份外匯儲備略有上升外，去年下半年外匯儲備一

直在不斷減少，12月份已是外儲餘額連續第4個月出現下滑，2015年也

因此成為3年來外匯儲備餘額最低的一年。

自去年8月11日人行調整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後，人民幣連續暴

跌。為遏制快速貶值預期，不少分析和報導提及央行動用外匯儲備干預

市場。而大陸外匯儲備也確實加速下滑，8月更創下939億美元的降幅。

2015年大陸居民收入吉尼係數為0.462
據騰訊財經1月19日報導，大陸統計局公布2015年大陸居民收入吉

尼系數為0.462。

2015年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21,966元（下同），比

上年名義增長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4%。按常住地分，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長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

增長6.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長8.9%，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比上年縮

小0.02。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9,28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

9.7%。按大陸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221

元，中等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1,894元，中等收入組人均可支

配收入19,320元，中等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9,438元，高收入

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4,544元。

2015年全年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比上年增加352萬人，增長

1.3%，其中，本地農民工10,863萬人，增長2.7%，外出農民工16,884

萬人，增長0.4%。農民工月均收入水準3,072元，比上年增長7.2%。 

亞投行1月16日正式啟動 
據香港商報1月17日報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

行」）16日正式啟動。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業儀式並致辭。他

表示，通過各成員國攜手努力，亞投行一定能成為專業、高效、廉潔的

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台。

1月16日，亞投行開業儀式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57個創始成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整
理
／
陳
偉
鴻



30 2016年2月號／290期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30 2016年1月號／289期

員國代表團團長共同

按下亞投行正式啟動

的啟動鍵，一同見證

了這一歷史性時刻。

習近平出席儀式並為

亞投行標誌物「點石

成金」揭幕。隨後，

習近平致辭指出，從大陸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到正式

開業的兩年多，各成員國表現了開放包容的合作姿

態、共謀發展的務實行動、規範高效的專業精神。

習近平強調，大陸作為亞投行倡議方，將堅定不

移支持其運營和發展。除按期繳納股本金之外，還將

向銀行即將設立的項目準備特別基金出資5,000萬美

元，用於支持欠發達成員國開展基礎設施項目準備。

習近平最後指出，亞投行是各成員國的亞投行，

是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的亞投行。他期待並堅

信，通過各成員國攜手努力，亞投行一定能成為專

業、高效、廉潔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成為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台，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發

展繁榮作出新貢獻，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增添新力

量。

大陸中科院：2016年GDP增速為6.7%左右
據香港商報1月6日報導，大陸科學院預測科學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預測中心）「2016年中國經濟

預測發布會」於1月5日在北京舉行，發布了2016年

大陸GDP增長速度預測。預測顯示，2016年經濟將

保持穩定增長，GDP增速在6.7%左右。

1月16日，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出席亞投行理

事會成立大會，並與各

國代表握手致意。

©法新社

該預測顯示，2016年消費將成為拉動GDP增長

的最強動力，約為GDP增長貢獻4.0個百分點。投資

和淨出口將分別貢獻2.6和0.1個百分點。此外，第

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3.6%，5.3%和

8.6%。

該預測指出，今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

增長約為10.5%，略低於2015年10.7%的增速。全

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保持總體平穩態勢，增速大約

為10%左右，低於2015年的10.2%。工業增加值增

速將繼續由2015年的6.1%下降到5.5%。進出口總額

增速預計為2.7%，而2015年進出口總額預期同比下

降8.2%。

預測報告指出，預計2016年CPI全年漲幅約為

1.8%，上半年小幅下降，下半年止跌回升。

大陸多個省市下調今年經濟預期

近期，隨著大陸各省市自治區經濟工作會議陸

續召開，多地2016年經濟目標浮出水面。地方對經

濟目標的設定也出現了區間目標。河南、江西、甘

肅確定2016年經濟增速目標分別是8%左右、8.5%

以上、7.5%。而黑龍江、吉林兩省經濟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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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兩省2016年經濟目標分別是6%∼6.5%、

6.5%∼7%。

從上述指標看，整體各地經濟增速下調已經成為

大的趨勢，江西、甘肅2015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分別

為9%左右、8%，按此看2016年經濟目標比上年下

調了約0.5個百分點。黑龍江和吉林2015年的經濟目

標分別為6%左右、6.5%左右，而2015年前三季度

經濟增速分別為5.5%、6.3%，未完成預計的目標。

近年來GDP目標在大陸各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逐

漸淡化。像一些生態涵養地區，甚至取消了GDP增長

目標，上海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並未出現GDP

增長目標。中國社科院一位專家認為，2016年GDP

目標設定為區間可避免人代會對未達成目標的質疑和

詢問，而本來經濟有其自然波動的規律，沒必要死守

一個數字目標。

國地稅將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

據經濟參考報1月8日報導，大陸稅務總局表

示，2016年稅務部門將建立國稅、地稅服務合作常

態化機制，實現國稅、地稅服務一個標準。

早在2015年7月，稅務總局在全國範圍內實

施《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合作工作規範（1.0

版）》，整合服務資源，加強服務聯合，拓展服務

領域，推出的32個具體合作事項中有12個事項旨在

優化納稅服務，旨在讓納稅人「進一家門、辦兩家

事」。

稅務總局按照《方案》設定的國地稅合作改革

路徑，推出了合作規範2.0版。合作規範2.0版承接了

《方案》96項改革事項中全部12項有關國地稅合作

的任務，新增了聯合網上辦稅服務、互認數位憑證等

12項合作事項，由實體辦稅服務合作向網上辦稅服

務合作、由聯合納稅信用評價向深化信用評價結果應

用升級。

為解決辦稅「多頭跑」問題，合作規範2.0版要

求各級國地稅局採取聯合大廳辦稅服務、聯合網上

辦稅服務、合作徵收稅款等措施，推動服務深度融

合，實現「一窗受理、內部流轉、限時辦結、視窗出

件」，使納稅人辦稅更便捷、更高效。合作規範2.0

版提出的聯合確定稽查對象、聯合進戶執法檢查、統

一稅務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等措施，則為解決執法

「多頭查」問題對症下藥。

大陸三大交易所1月8日起暫停熔斷機制
據人民網1月8日報導，2016年1月7日早盤9點

42分，滬深300指數跌幅擴大至5%，年內第二次觸

發下跌熔斷線休市15分鐘。9點57分，滬指開市後繼

續下跌，觸發休市熔斷，9點59分A股提前休市，全

天成交不足15分鐘。晚間，證監會宣佈暫停熔斷。

1月8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表示，為維護

市場穩定，證監會決定暫停熔斷機制。同時，上交

所、深交所及中金所也同時發佈了暫停實施指數熔斷

機制的通知。下一步，證監會將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不斷完善相關機制。對於機構來說，恐慌多日的流動

性危機瞬間被緩解。滬上一家私募基金投資總監表

示，若熔斷機制持續執行，市場磁吸效應將隨著投資

者恐慌情緒加劇，流動性將非常快地喪失，現在可以

安下心應對接下來的操作。

A股在4個交易日內2天觸發熔斷機制。新年首個

交易日1月4日，滬深300指數先後觸發5%和7%兩

檔熔斷閾值，股票現貨和股指期貨市場於下午13：

33暫停全天交易。1月7日累計交易時間僅約15分鐘

（857秒）創下A股最短交易時間紀錄。

1月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大

陸金融期貨交易所7日晚間發佈通知，自1月8日起暫

停實施指數熔斷。對此，大陸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

表示，熔斷機制不是市場大跌的主因，但從近兩次實

際熔斷情況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而熔斷機制又有

一定「磁吸效應」，即在接近熔斷閾值時部分投資者

提前交易，導致股指加速觸碰熔斷閾值，起了助跌的

作用。權衡利弊，目前負面影響大於正面效應。因

此，為維護市場穩定，證監會決定暫停熔斷機制。

鄧舸介紹，引入熔斷機制是在2015年股市異常

波動發生以後，應各有關方面的呼籲開始啟動的，有

關方案經過了審慎的論證並向社會公開徵求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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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斷機制是一項全新的制度，在中國大陸沒有經驗，

市場適應也要有一個過程，需要逐步探索、積累經

驗、動態調整。下一步，證監會將認真總結經驗教

訓，進一步組織有關方面研究改進方案，廣泛徵求各

方面意見，不斷完善相關機制。

大陸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

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

據人民網1月7日報導，大陸證監會7日發布《上

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以下

簡稱《減持規定》），自1月9日起施行。根據《減

持規定》，大股東在3個月內通過證券交易所集中競

價交易減持股份的總數，不得超過公司股份總數的百

分之一。

2015年7月8日，證監會發布公告〔2015〕18

號，及時暫停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和持股5%以上股東

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通過二級市場減持股

份，緩解集中拋售壓力，對引導股票交易恢復供需平

衡、重塑投資者信心產生了正面作用。目前，18號

文已接近到期。為實現監管政策有效銜接，充分發揮

市場自我調節作用，證監會制定了《減持規定》。

《減持規定》區分擬減持股份的來源，明確了

《減持規定》的適用範圍，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

減持股份的，適用該規定，但大股東減持其通過二級

市場買入的上市公司股份除外；依「以資訊披露為中

心」的監管理念，設置大股東減持預披露制度，上市

公司大股東通過證券交易所集中競價交易減持股份，

需提前15個交易日披露減持計畫；根據各種股份轉

讓方式對市場的影響，劃分不同路徑，引導有序減

持，在針對大股東通過集中競價交易設置減持比例的

同時，為其保留了大宗交易、協定轉讓等多種減持途

徑。

粵地稅稅費規模破9,000億
據香港商報1月6日報導，大陸廣東省地稅系統

累計組織稅費收入人民幣9,629億元（下同），突破

9,000億元，同比增長15.2%，其中：組織稅收收入

6,616億元，同比增長16.1%（剔除電信營改增因素

增長16.7%）；組織社保費等規費收入3,013億元，

增長13.3%。

廣東省地稅局稱，2015年廣東地稅稅收收入規

模連續22年居全國地稅首位，占大陸地稅系統稅收

收入的12.1%;廣東地稅稅收增速比全國地稅平均增

速高9.2個百分點，增速位居大陸地稅系統第二位，

高於江蘇、浙江、山東、北京等主要發達省市。

廣東地稅稅收收入較快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轉型升級、創新驅動和穩增長政策成效顯現。

從行業看，去年1∼11月廣東高技術製造業稅收增長

18.9%，增速比傳統製造業高18.8個百分點，其中電

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稅收增長22.0%；生產性服務

業稅收增長21.8%，增速比其他服務業高6.4個百分

點，其中商務服務業稅收增長24.6%。從地區看，珠

三角地區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起步早、發展快、成效

大，總部效應顯著，稅收增速（17.5%）比粵東西北

地區高10.4個百分點，特別是深圳、廣州、佛山、珠

海等市均實現較快增長。其次，重點行業對稅收增長

拉動作用明顯。金融和房地產兩大地稅重點行業同

時處於週期性波峰，去年1∼11月稅收分別快速增長

35.7%和21.2%，合計占廣東地稅稅收增量近2/3；

若剔除金融和房地產業稅收，廣東稅收增長9.5%。

商務部：2015年吸收外資創新高
據香港商報1月6日報導，商務部於1月5日發

布2015年年終綜述，1∼11月，大陸設立外商投資

企業23,648家，同比增長11%；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7,043.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預計全年吸收

外資1,26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

該引述認為，引進外資規模較快增長、品質穩步

提升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引進外資規模穩中求進；

二是主要國家/地區對華投資總體保持穩定；三是引

進外資結構持續優化，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695.8

億美元，同比增長18.8%，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

61%，已成為吸收外資重要增長點；四是引進外資

方式不斷創新。以併購方式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68.2



332016年2月號／290期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億美元，同比增長181%；五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引資

成效顯著。 

國務院：部署跨境電商試驗區

據香港商報1月7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1月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先行試點的

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初步探索出的

相關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向更大範圍推廣。按照合

理佈局、注重特色和可操作性的原則，在東中西部選

擇一批基礎條件較好、進出口和電子商務規模較大的

城市，新設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目前，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以中國掛牌

者，只有杭州一家。而跨境電商進出口試點城市則

有10個，包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深圳、鄭

州、寧波、福州、平潭、天津等，僅試點出口的城市

則有數十個。

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將在新設的跨境電商

綜合試驗區複製推廣以下經驗做法：

一是構建六大體系，包括企業、金融機構、監管

部門等資訊互聯互通的資訊共用體系，一站式的在線

金融服務體系，全程可驗可測可控的智能物流體系，

分類監管、部門共用和有序公開的電子商務信用體

系，以及為企業經營、政府監管提供服務保障的統計

監測體系和風險防控體系。

二是建設線上「單一窗口」和線下「綜合園區」

兩個平台，實現政府部門間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

法互助，匯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設施和服務，為跨境

電子商務打造完整產業鏈和生態圈。以更加便捷高效

的新模式釋放市場活力，促進企業降成本、增效益，

支撐外貿優進優出、升級發展。

大陸國務院發布31項措施　
支持沿邊開發開放

據中國政府網1月7日報導，國務院日前印發

《關於支援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從推進興邊富民行動、

改革體制機制等8個方面提出了31條政策措施支援沿

邊地區開發開放。

《意見》指出，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沿邊國家

級口岸、邊境城市等沿邊重點地區是大陸深化與周邊

國家和地區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邊地區經濟社會發

展的重要支撐。

其中，在提高投資便利化水準方面，《意見》提

出要提高投資便利化水準，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支

持具備條件的沿邊重點地區借鑒上海等自由貿易試

驗區試點經驗，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

外商投資管理模式。在支持對外貿易轉型升級方面，

《意見》提出，要優化邊境地區轉移支付資金安排

的內部結構，支援邊境小額貿易向綜合性多元化貿

易轉變，探索發展離岸貿易。同時，對開展加工貿

易涉及配額及進口授權管理的資源類商品，在配額

分配和有關許可證辦理方面給予適當傾斜，並且，支

援沿邊重點地區推廣電子商務應用，發展跨境電子商

務。

《意見》進一步指出，實行有差別的產業政策，

對符合產業政策、對當地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強的專

案，在審批、核准、備案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支援在

沿邊重點地區優先佈局進口能源資源加工轉化利用項

目和進口資源落地加工項目，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群，

形成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基地，鼓勵優勢產能、裝

備、技術走出去。支援沿邊重點地區發展風電、光電

等新能源產業，在指標分配上給予傾斜，推動移動互

聯網、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等與製造業緊密結合。

此外，《意見》明確，研究設立沿邊重點地區產

業發展（創業投資）基金，吸引投資機構和民間資本

參與，專門投資於沿邊重點地區具備優勢的特色農

業、加工製造業、高技術產業、服務業和旅遊業，支

援沿邊重點地區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

大陸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唐文弘表示，沿邊當前存

在的基礎設施落後、整體經濟發展水準相對滯後等問

題，成為對外開放的一個短板。他表示，加快沿邊開

放，推動邊境經濟合作區和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既

有利於富邊興邊，也有利於為「一帶一路」提供非常

重要的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