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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據中國時報2016年12月14日報導，大陸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於是日召開，會議總結去年經濟工作形勢的同時，確定

明年經濟工作基調和重點。大陸官媒人民日報以頭版發表題

為「中國經濟新方位」的文章，指出新常態下，儘管面臨較

大下行壓力，大陸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文章指出了「四個沒有變」，分別為：中國經濟發展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

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

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均沒有變。

文章指出，目前儘管企業經營分化加劇，但過剩產能出

清加快，新興業態興起，市場活力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

儘管就業仍有結構性壓力，但總體依然穩定，亦不會發生全

局性系統性風險。

在目前經濟增長企穩，通縮陰霾消退的情況下，多位分

析師認為，今年的主基調將是在穩增長的基礎上推進改革。

具體來看，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空間有限，或繼續維持

穩健，財政政策則可能延續此前積極的態勢；房地產調控將

延續，形式則更為多元；包括國企、財稅、金融和社保在內

的基礎改革將在2017年得到加速。

大陸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閉幕 

據旺報2016年12月20日報導，大陸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於19日到20日在北京召開，會間聚焦大陸今（2017）年的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工作重點。會議指出，將在確保

糧食安全的基礎下，持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達成

1,000萬人以上成功脫貧。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上指出，今年的三農工作

要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

供給為目標。李克強也要求，加速農業現代化推動，積極調

整農業結構，同時深入脫貧政策，強化貧困地區和群眾的自

我發展能力，促進農業的質量和增加農民收入，以拓展農村

的發展空間。

會議表示，明年將致力於讓各種脫貧政策落地生根，去

年1,000萬人脫貧政策有望超額完成，預計今年再完成1,000

萬人以上成功脫貧。

養老金入市箭在弦上　首批規模約人民幣 4,000 億元

據北京晨報2016年12月12日報導，12月6日，大陸社

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公布了第一批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

人名單。包括嘉實基金在內，共有21家機構獲得了基本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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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基金投資管理人資格。

養老基金投資管理機構須具有大陸社會保障

基金、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經驗。過去一周，來自

基金、保險、券商等行業的多家競標機構進行了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人答辯。

在全大陸社保18家委託管理人中，基金管理

公司占了16席。此次社保基金理事會選出的21家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人中，基金管理公司

占了14家，分別是：嘉實基金、華夏基金、博時

基金、大成基金、富國基金、工銀瑞信基金、廣

發基金、海富通基金、匯添富基金、南方基金、

鵬華基金、易方達基金、銀華基金、招商基金。

另7家保險和券商分別是：長江養老保險、中國人

保資產、中國人壽養老保險、平安養老保險、泰

康資產、華泰資產、中信證券。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人的出爐，也意

味著養老金入市的步伐越來越近了。截至2015

年年底，按照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的上限30%

計算，中國大陸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資金規模

最大值為人民幣11,981.1億元（下同），初次入

市資金規模約為4,000億元，占流通市值比重為

1.1%。

此外，隨著養老基金投資政策的公布，推動

養老金入市投資、擴充資產配置範圍，將成為促

進養老基金保值增值、保障未來養老金發放的重

要措施。嘉實基金表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是公

民退休後養老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大陸進入人口

老齡化趨勢下，對保證老年人生活品質和防止老

年人社會陷入貧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養老基金

在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上特點鮮明。

李克強：2016 年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據中國政府網12月1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11月29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全

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減輕稅負情況匯報，決定實行

增值稅定額返還以保障地方既有財力；聽取中央

企業監督檢查情況匯報，強化外部監督促進國資

經營提質增效。

會議指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對企業實施

大規模結構性減稅，是今年確保積極財政政策更加

有效、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對穩增

長、調結構、擴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完善稅

制、促進現代服務業等新動能成長、推動經濟轉型

升級等一舉多得的積極效應。自去年5月試點全面推

開以來，新增試點的金融、建築、房地產和生活服

務業四大行業減稅額呈逐月放大趨勢，到10月底累

計減稅人民幣965億元（下同），新增加53萬納稅

戶，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了總體稅負只減不增的

預定目標。加上前期試點行業和原增值稅行業通過

營改增的減稅額，預計全年減稅總規模將超過5,000

億元。下一步，要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對運行效果

開展協力廠商評估，針對金融、建築等試點行業企

業反映的問題，及時研究明確相關領域納稅政策口

徑，在風險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進一步完善相關

措施，擴大減稅效應。要深入重點行業開展政策輔

導，幫助企業用好用足增值稅抵扣機制。改進和優

化納稅服務，提高辦稅便利程度。

同時，會議決定，從2016年起，大陸中央對

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對增值稅增長或下降

地區不再增量返還或扣減。在下一步安排對地方

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時，將統籌

兼顧東中西部實際情況，妥善解決困難地區財力

缺口，逐步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準。

大陸將解決「房屋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等

產權問題

據新華網2016年11月28日報導，《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

的意見》27日正式對外公布。作為中國大陸首次

以中央名義發布的產權保護頂層設計，《意見》

為解決長期以來社會所關注的八大產權問題明確

了方向。

1. 非公有產權保護弱於國有產權保護：堅持平等保護

由於歷史原因，存在一些法律制度對不同所

有制產權保護不夠同等，對非公有產權保護弱於

對公有特別是國有產權保護，出現因所有制主體

身份不同而同罪異罰或異罪異罰現象。

平等保護是產權保護的重要原則。《意見》明

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

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加快推進民法典編纂工作。健

全以企業組織形式和出資人承擔責任方式為主的市

場主體法律制度，統籌研究清理、廢止按照所有制

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加大對

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

2. 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過去的經營不規範問題：遵循

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則

長期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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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違規經營甚至涉嫌違法行

為。特別是一旦企業涉案，容易「新賬舊賬一起

算」。對此一些民營企業憂心忡忡，甚至影響投

資意願。

《意見》指出，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

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

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

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

問題。

3. 涉案財產處置隨意牽連合法財產：依法慎重採取強

制措施

企業和公民財產權受到侵犯，執法司法不夠

規範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不管企業涉案性質輕

重，一旦涉案動輒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

施，造成企業正常經營無法進行，甚至破產倒閉；

處理涉案財物時擴大範圍，混淆企業法人財產和股

東個人財產，混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混淆涉案

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等。

《意見》提出，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

律程式，依法慎重決定是否採取相關強制措施。

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企業正當

融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

兼併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佔國有資產

的界限，防範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紛，防止選擇

性司法。

4.「新官不理舊賬」：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

一些地方政府政策不連續，「新官不理舊

賬」，有的甚至招商引資時「敲鑼打鼓」，項目上

馬後「關門打狗」；有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極端

的甚至將外來投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視作「打土

豪」的對象；有的調整規劃採取行政強制性措施，

不給予企業必要的搬遷補償費用。

《意見》明確，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和政務誠

信建設，地方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嚴格兌現向社

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認真履行在

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活動中與投資主

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

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因違約毀約侵犯合法權益

的，要承擔法律和經濟責任。

5. 房屋土地使用權到期：研究後續期法律安排

土地使用權到期後，房子還是你的嗎？隨著越

來越多的百姓擁有屬於自己的房產，這成為普遍關

注的問題。

《意見》明確，研究住宅建設用地等土地使

用權到期後續期的法律安排。

6. 強徵強拆：給予被徵收徵用者公平合理補償

由於財產徵收徵用制度不完善，相關法律

規定不夠明確具體，造成行政機關自由裁量空間

大，少數地方借「公共利益的需要」之名強徵強

拆公民房屋，或徵收徵用補償不夠公平合理。

《意見》明確，完善土地、房屋等財產徵收

徵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徵收徵用適用的公共利

益範圍，不將公共利益擴大化。給予被徵收徵用

者公平合理補償。

7. 國資「蛀蟲」：防止內部人任意支配國有資產

由於大陸國有資產產權保護制度仍不完善，

國有資產流失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國有產權由

於所有者和代理人關係不夠清晰，存在內部人控

制、關聯交易等；由於自然資源資產產權所有人

缺位，土地等自然資源由國有企業低價甚至無償

使用。

《意見》提出，以制度化保障促進國有產權

保護，防止內部人任意支配國有資產，切實防止

國有資產流失。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

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逐步實現各

類市場主體按照市場規則和市場價格依法平等使

用土地等自然資源。

8. 侵犯智慧財產權成本過低：提高侵權法定賠償上限

由於智慧財產權侵權成本過低，造成侵權

行為屢禁不止，嚴重損害創新活力。《意見》明

確，提高智慧財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探索建

立對專利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

償制度，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

賠償，並由侵權人承擔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

支付的合理開支。

中國大陸性別工資差距正在不斷擴大

據中國新聞網2016年12月1日報導，由社

科院人口所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

《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大陸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17》11月30日在北京發布。該報告指出，中



36 兩岸經貿˙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國大陸性別工資差距正在不斷擴大。

大陸婦女地位調查顯示，1990年中國大陸

城鎮就業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資約為男性工資水

準的77.5%，而到2010年女性工資只有男性的

65.8%。由於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化改革與女性就

業發展同步，從公有化到非公經濟為主體的過程

中，時間隊列間性別工資差距也呈現出正逐步擴

大的趨勢。

《報告》以具有高中以上學歷人群為對象，

根據入職時間劃分隊列，可以看到：所有隊列內

性別工資差距均呈擴大趨勢。

在控制職業、地區、個人和家庭特徵等變量

的情況下，1995～1999年參加工作的群體，高學

歷女性在2003年的工資只有男性的87%，而到了

2009年則只有男性的79.0%；1990～1994年參加

工作的人，女性2003年工資約為男性的98.0%，

而到了2009年則只有男性的83.0%。

雖然1985～1990年進入職場的高學歷女性，

2003年時的工資約為男性的106.0%，略高於男

性，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維持下去，到2009年只

有男性的85.0%；1980～1984年參加工作的人，

2003年女性的平均工資為男性的113.0%，而到了

2009年也只有男性的85.0%左右。

由此可見，近10餘年來，無論是哪個時期進

入職場的高學歷女性，其與同等條件下的男性之

間的工資差距均呈擴大趨勢。

大陸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顯示，高

度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在吸引大量的高學歷女性

的同時，這些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工資差距並沒有

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改善。

大陸 19 省份工資指導基準線全部下調

據華爾街見聞2016年12月7日報導，截至11月

28日，上海等19個省(區、市)公布了2016年的企業

工資指導線，數值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調。

 上述19個省份包括海南、北京、山東、山

西、內蒙古、天津、河北、四川、雲南、陜西、

江西、新疆、上海、貴州、廣西、青海、福建、

甘肅、寧夏。東北三省尚未發布，黑龍江更是連

續多年都沒發布。

 這19個省(區、市)的工資指導基準線全部都

比去年下降了。有7省份的上線、基準線、下線均

有所下降。7個省份對下線進行下調，僅貴州和北

京進行了上調，8省份與去年持平。有17個省份的

上線均出現下調，江西和寧夏則「不設上線」。

中國大陸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當前

據大陸社科院調查，中國大陸
性別工資差距正在不斷擴大，
並未隨著時代進步而改善。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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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經濟是下行走勢，工資的增長也要跟經濟增

速相適應。去年很多地方工資指導線安排的增幅

下降跟各省份經濟增速放緩有關。但是，工資指

導線下降，並不意味著工資進入負增長，只是工

資漲幅較以往有所減少。

海南、甘肅、河北、四川、山東、青海、陜

西等7省份的上線、基準線、下線均有所下降。例

如：甘肅的基準線從2015年的11%降為8%，上

線從16%降為14%，下線由5%降為4%；河北的

基準線從2015年的11%降為8%，上線從18%降為

13%，下線由4%降為3%。

基準線方面，寧夏下調5%，幅度最大；江

西、新疆下調4%；山西、四川、河北、甘肅、陜

西等5省份下調3%；上海、山東、雲南、貴州、

廣西、青海、福建等7省份下調2%；內蒙古下調

1.6%；北京下調1.5%；天津下調1%；海南下調

0.9%，幅度最小。

大陸財政部：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不得超過國務

院限額

據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報導，大陸財政

部印發了《地方政府一般債務預算管理辦法》，

並由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明《辦法》涉及的相關

內容和社會關注的問題。

「將地方政府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改變

了以往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台公司舉債後，債

務資金游離於監管之外的局面。這有利於規範地方

政府舉債行為，實現對地方政府債務『借、用、

還』的全過程監控。」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

新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只能通過發行地方政

府債券方式舉債。去年大陸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

分別在2016年中央預算草案、地方預算草案和預

算調整方案中完整反映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主動接

受人大監督。近期，財政部在系統總結地方政府債

務預算管理制度辦法經驗的基礎上，結合2015年

以來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新情況，制定印發《地方政

府一般債務預算管理辦法》。

《辦法》從債務限額確定、預算編制和批

復、預算執行和決算、非債券形式債務納入預

算、監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規範地方政府債務

預算管理的工作要求。

《辦法》要求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應當在批准的限額內舉借政府債務，本地區地方

政府債務餘額不得超過國務院批准的地方政府債

務限額。省級財政部門制定全省地方政府債券發

行計劃，有序做好債券發行工作，及時籌措債務

資金。省級財政部門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募集的資

金，應當繳入省級國庫，根據預算安排和還本計

劃及時撥付。省級政府代市縣級政府發債募集的

資金，由省級財政部門按照轉貸協議及時撥付市

縣。

《辦法》強調，大陸地方政府債務只能用於

公益性資本支出、不得舉債付息。省級財政部門

應當及時償還大陸全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債

券到期本金、利息等，市縣級財政部門應當及時

向省級財政部門繳納本地區或本級應當承擔的還

本付息資金。

2016 年大陸新生兒逾 1,750 萬

據香港商報網2016年11月27日報導，由中國

大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人口與發展高

級資訊會」26日在北京召開。大陸衛計委副主任

王培安在會上稱，2016年出生人口將超過1,750

萬，大致相當於2000年前後的人口出生規模。大

陸統計局去年1月公佈數據稱，2015年出生人口

總數為1,655萬人，比上年減少32萬人。有專家結

合全面兩孩政策預測，2028年前後出現，中國大

陸總人口將達到14.5億人，比維持原來較嚴格的

生育政策下的峰值人口多3,500萬人。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

「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

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2016

年1月1日，新修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全

面兩孩政策正式施行。王培安表示，從1949年到

1990年間，中國大陸人口經過了三峰兩谷、大起

大落的發展軌跡。人口事件是長週期事件，只有

這個階段出生人口的生命週期結束以後，人口發

展的軌跡才會歸於平穩。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

總和生育率在1.54～1.64之間波動。全面兩孩政

策實施將近一年，累積的生育勢能釋放還需要時

間，預計「十三五」期間總和生育率將在1.8上下

波動。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

2016》公布了2015年大陸1%人口普查結果，顯

示2015年中國大陸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

1.047，這一數字令許多人口學者感慨「低得超

乎預期」。人口學者姚美雄此前分析稱，隨著育

齡婦女的持續減少，大陸人口將在2025年出現負

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