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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發布：「十三五」規劃優化現代產業體系

據新華社3月5日報導，大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圍繞結構深度調整、振興實體經濟，推進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構建創

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實施製造強國戰略，深入實施《中國製造

2025》，以提高製造業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進資訊技術與

製造技術深度融合，促進製造業朝高端、智慧、綠色、服務方向發展，

培育製造業競爭新優勢。全面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加快發展新型製造

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加強品質品牌建設，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

剩，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瞄準技術前沿，

把握產業變革方向，圍繞重點領域，優化政策組合，拓展新興產業增長

空間，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

比重達到15%。提升新興產業支撐作用，培育發展戰略性產業，構建

新興產業發展新格局，完善新興產業發展環境。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加快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開展加快發

展現代服務業行動，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優化服務業發展環境，推動

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和高品

質轉變。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提高生活性服務業品質，完善服務

業發展體制和政策。

另據新華社3月18日報導，十三五規劃關於兩岸經貿關係內容簡述

如下：加強兩岸宏觀政策交流，拓展經濟合作空間和共同利益。推動兩

岸產業優勢互補、融合發展，鼓勵兩岸企業相互持股、合作創新、共創

品牌、共拓市場。深化兩岸金融合作，支持兩岸資本市場開展多層次合

作。推動兩岸貿易投資擴大規模、提升層次。擴大對台灣服務業開放，

加強兩岸在農漁業、中小企業、電子商務等領域合作。推進「海峽西岸

經濟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台商投資

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福州新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

試驗區」等合作平台，深化廈門對台合作支點建設。鼓勵長三角、珠三

角、環渤海等台資企業聚集區發揮優勢，支持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引導

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

大陸首設GDP增長區間目標 6.5%至7%
據香港商報3月6日報導，大陸第12屆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5日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總理李克強在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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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預期目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6.5%

至7%，這是大陸首次確定年度經濟增長「區間」目

標。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及2016年重點工作

時說，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GDP增長6.5%

至7%，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城鎮新增就業

10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進出口

回穩，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

基本同步。單位GDP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染

物排放繼續減少。

李克強認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6.5%至7%，可

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銜接及推進結構性改革的

需要，也有利於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穩增長主要是

為了保就業、惠民生，有6.5%至7%的增速就能實現

比較充分的就業。

這是大陸政府首次用區間形式確定年度經濟增

長目標。根據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番」目

標，「十三五」期間，大陸經濟年均增長率必須達

到6.5%以上，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不低於

5.8%。以經濟增長和就業率關係來看，「6.5%至

7%」的區間增速，能夠帶動1,100萬到1,200萬人的

城鎮新增就業，與「十三五」目標相吻合。

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特別指出，今年大

陸發展面臨的困難更多更大、挑戰更為嚴峻，「我們

要做打硬仗的充分準備」。他強調，「為應對持續加

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們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實施定

向調控和相機調控」。

「相機調控」首次出現於《政府工作報告》，強

調政府要根據市場情況和各項調節措施的特點，靈活

機動地決定和選擇當前究竟應採取哪一種或哪幾種政

策措施，其重要性在於「預調、微調」。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

大，結構轉型問題亦突出，因而在區間調控之外，定

向調控和相機調控意義更大。2016年，大陸經濟不

僅面臨下行風險，還面臨通脹上行、外匯風險、資本

市場風險等多重風險。由於這些風險方向不一，而且

風險間的切換更加頻繁，根據市場情況和各項調節

措施的特點，靈活機動地「預調、微調」，將成為

2016年大陸結構性改革的工作重點。

營改增將全面完成　

新增不動產首次允許納入抵扣

據經濟參考報3月21日報導，大陸總理李克強3

月1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將營改增試點範

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

此外，允許將新增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增加進項抵

扣，加大企業減負力度，促進擴大有效投資。預計今

年營改增將減輕企業稅負5,000多億元人民幣。

當然，此次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全面實施營

改增，除了規定將新增不動產納入抵扣外，還明確從

今年5月1日起，將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

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實現貨物和服務行

業全覆蓋，打通稅收抵扣鏈條，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

和製造業升級。

營改增後，建築業和房地產業將適用11%的增

值稅稅率，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

率。據測算，四大行業涉及的納稅人總數近1,000萬

戶，是前期營改增試點納稅人總戶數的近1.7倍，年

營業稅規模占原營業稅總收入的比例約80%，新增

試點行業的原有營業稅優惠政策原則上延續，對特定

行業採取過渡性措施，對服務出口實行零稅率或免稅

政策，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商務部六措並舉　外資準入將再放寬

據每日經濟新聞3月18日報導，商務部於3月17

日公布，1∼2月大陸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18.8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2.7%。今年商務部將進一步放寬

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進一

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商務部同時公布將會「六措並舉」，包括推動放

寬投資準入、深化外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外資區域

佈局、提高自貿試驗區建設水準、創新國家級經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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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開發區體制機制、按照國際高標準改善投資環境，

將繼續推動放寬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務業領域外資

準入限制，拓展服務業開放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3月19至21日
在北京召開

根據人民網3月19日報導，「中國發展高層論

壇」2016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本屆論壇

針對「十三五」時期大陸經濟增長與改革、深化財稅

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對外開放佈局等

議題進行探討。論壇還將就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互聯網未來、G20峰會等熱點議題進

行深入討論。

有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30位境外代表和

300多位中方代表出席會議。今年出席論壇的世界

500強企業董事長或CEO有80餘位，其他行業領先企

業領導人共有60多位，涵蓋能源礦產、金融、航空

航太、資訊通訊、高端裝備、諮詢、文化創意等10

多個產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合作局局長程國強

介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Madeleine Odette Lagarde）、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Angel Gurría）及亞洲開

發銀行、世界銀行、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等也派代表出

席本次論壇。

近年來，大陸以互聯網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

迅速，吸引了業界齊聚論壇。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

席馬雲，Facebook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馬克·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Uber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

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lanick)，聯想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小米科技創始人雷軍等人悉

數與會。

本屆論壇共安排51場次的活動，其中8場正式會

議、36場經濟峰會，還有對話會、圓桌會等環節。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是大陸政府高層領導、全球商

界領袖、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之間重要的對話平台。

自2000年創辦以來，今年是第17屆。

財政部：保險保障基金稅收優惠政策

延至2017年底
據人民網北京3月2日報導，大陸財政部和國家

稅務總局1日聯合發佈《關於保險保障基金有關稅收

政策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

指出，經國務院批准，對保險保障基金繼續給予企業

所得稅、營業稅和印花稅優惠政策。

《通知》指出，對保險保障基金公司根據《保險

保障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取

得的下列收入，免徵企業所得稅：1.境內保險公司依

法繳納的保險保障基金；2.依法從撤銷或破產保險公

司清算財產中獲得的受償收入和向有關責任方追償所

得，以及依法從保險公司風險處置中獲得的財產轉讓

所得；3.捐贈所得；4.銀行存款利息收入；5.購買政

府債券、中央銀行、中央企業和中央級金融機構發行

債券的利息收入；6.國務院批准的其他資金運用取得

的收入。

對保險保障基金公司根據《管理辦法》取得的下

列收入，免徵營業稅：1.境內保險公司依法繳納的保

險保障基金；2.依法從撤銷或破產保險公司清算財產

中獲得的受償收入和向有關責任方追償所得。

對保險保障基金公司下列應稅憑證，免徵印花

稅：1.新設立的資金帳簿；2.在對保險公司進行風險

處置和破產救助過程中簽訂的產權轉移書據；3.在對

保險公司進行風險處置過程中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的

再貸款合同；4.以保險保障基金自有財產和接收的受

償資產與保險公司簽訂的財產保險合同。對與保險保

障基金公司簽訂上述產權轉移書據或應稅合同的其他

當事人照章徵收印花稅。

《通知》明確，除對營業稅的優惠政策將實施至

金融業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改革之日止外，此次

優惠政策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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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2月出口暴跌20.6%　金融危機以來
最大降幅

據中新網3月8日報導，據海關統計，2016年2月

份大陸進出口總值人民幣1.43兆元，下降15.7%。其

中，出口8,218億元，下降20.6%；進口6,123億元，

下降8%；貿易順差2,095億元，收窄43.3%。

若以美元計價，2月出口同比下降25.4%，2月

出口同比降幅為2009年5月以來最低，當時為同比下

降26.5%。

數據進一步顯示，2016年前2個月大陸進出口

總值3.31兆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

12.6%。其中，出口1.96兆元，下降13.1%；進口

1.35兆 元，下降11.8%；貿易順差6,159億元，收窄

15.9%。

對此，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指

出，出口超預期下跌，為經濟危機後單月最大跌幅。

除了去年高基數效應之外，外需持續萎靡仍是出口下

滑的主因。前兩個月數據結合來看出口仍同比下降

17.9%，降幅深於去年末。對主要市場出口均下滑明

顯，對東盟國家下滑尤甚。

商務部：支持外資併購參與國企改革

據新京報3月3日報導，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

陽表示：積極支援外資以併購方式參與國企改革。

據美國調查公司Dealogic數據，截至2月18日已

經有102起中企發起的海外併購案，交易總額達816

億美元，同比激增近7倍。「跨國併購是當前全球外

國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沈丹陽援引聯合國貿發會

議的統計數據， 2015年全球跨國併購增長61%，由

此帶動全球FDI增長36%。2015年全球跨國併購占全

球外國投資的占比已升至38%，而同期境外投資者

以並購方式對大陸投資178億美元，僅占大陸外資的

14%。

養老金上調約6.5%　連續12年上漲
據新華社3月7日報導，2016年大陸政府將繼續

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提交審查的預算報告

指出，自2016年1月1日起，按6.5%左右提高企業和

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同時提高退休較

早、養老金偏低的退休人員和艱苦邊遠地區企業退休

人員的保障。

大陸政府自2016年

1月1日起，按6.5%

左右提高企業和機關

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

老金標準，這也是自

2005年起的第12年

連續調漲。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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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在2005年到2015年連續11年調整企業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基礎上，2016年企業退休人員

養老金將實現「十二連漲」。

根據預算報告，這一調整是基於統籌考慮職工平

均工資增長率和物價漲幅等因素。2016年大陸將努

力建立基本工資正常調整機制，促進在職和退休人員

待遇水準協調增長；還將完善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

戶，堅持精算平衡，建立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

進一步健全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約束機制。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說，目前正在對養老保險體系

進行頂層設計，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其中一個重

要內容是完善個人帳戶。2015年全大陸近8,000萬名

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後已達到月人均人民幣

2,200多元人民幣。如今年再上調6.5%左右，則每人

每月增加140多元人民幣。

中企海外併購全年將超過1,000億美元
據證券日報3月3日報導，「KPMG全球中國業務

發展中心」2日發布的《2016中國展望》報告稱，大陸

經濟正在經歷著由過去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和

創新驅動方向轉變。「雙軌」經濟發展態勢已成形：

軌道一是以基礎製造業和傳統產業為主，這些行業企

業正面臨發展困境；而以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和消費

品行業為代表的軌道二，正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2015年，大陸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

14.7%，達1,180.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已公佈的

中企海外併購交易額達877億美元，同比增長40%。

在這樣的快速增長下，大陸企業對外併購交易總額有

望在2016年超過1,000億美元大關。而在今年年初到

2月18日，已公布的中企海外併購交易總額已達748

億美元，這表明中企海外併購熱度不減。大陸企業海

外併購著在發達國家市場的交易增多，當中大部分涉

及民營企業。

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債務評級

降至「負面」水準

據BBC中文網3月2日報導，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信

用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2號將大陸政府債券評級展望從「穩定」降

級為「負面」。

穆迪解釋調降的原因包括大陸財政狀況的弱化，

以及資本外流導致的外匯儲備的持續下降。在過去的

一年半期間，大陸外匯儲備減少7,620億美元。穆迪

在報告中指出，缺乏有效和可信的改革，大陸經濟增

長還會有顯著放緩，因為高債務抑制商業投資，人口

紅利優勢在削減。報告還指出，大陸政府債務會比目

前的預期有更急劇的增長。穆迪的評級保留了大陸的

Aa3評級，因財政和外匯儲備緩衝依然可觀，給予大

陸政府時間進行改革並逐漸解決失衡局面。

兩部門規範大陸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招投標

行為

根據人民網3月2日北京報導，大陸為規範中央國

庫現金管理商業銀行定期存款招投標行為，財政部、

人民銀行近日聯合下發《關於印發2016年中央國庫現

金管理商業銀行定期存款招投標規則的通知》（以下

簡稱《通知》），《通知》指出，每家參與銀行投標額不

得超過當期中央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招標額的20％。

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業銀行定期存款（以下簡稱

中央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是指將國庫現金存放在商

業銀行，商業銀行以國債或地方政府債券為質押獲得

存款並向財政部支付利息的交易行為。

《通知》規定，中央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招標通過

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業銀行定期存款業務招標系統

（以下簡稱招標系統）進行。中央國庫現金定期存款

採用單一價格（荷蘭式）方式招標，招標標的為利率，

邊際中標利率為當期中央國庫現金定期存款利率。

《通知》對投標標位元變動幅度和最高投標額限

定進行了限定。投標標位元最小變動幅度為0.01%，

可不連續投標；每家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業銀行定期

存款業務參與銀行（以下簡稱參與銀行）每一標位最

小投標限額為0.1億元，投標額變動幅度為0.1億元的

整數倍。每家參與銀行投標額不得超過當期中央國庫

現金定期存款招標額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