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商穩經濟
據香港商報2月22日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開會
議，會議指出，今年將召開十九大，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
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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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
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
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
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
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保持
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對於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會議認為，要穩定
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
政策，加強產業、區域、投資、消費、價格、土地、環保等政
策協調配合。要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以創新引領實
體經濟提質增效升級，釋放國內需求潛力，增強內生發展動
力，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力爭取得更大成效。要推
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
收。要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要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綠色發展取得新突破。要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強社會建設。要全面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為人民服
務。

大陸國務院發布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合併試點方案
據新華社2月4日報導，大陸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育保
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併實施試點方案》。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兩項保險合併實施，不會導致參保職
工的生育保險待遇降低。隨著基金共濟能力的提高，還有利於
更好地保障參保人員待遇。
試點方案明確提出，「遵循保留險種、保障待遇、統一管
理、降低成本的總體思路，推進兩項保險合併實施」。
這位負責人強調，生育保險與醫療保險相比具有不同的
功能和保障政策，作為一項社會保險險種，還有保留的必要：
一是生育保險具有維護女性平等就業權益和女職工勞動保護的
獨特功能；二是體現雇主責任，個人不繳納生育保險費；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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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的意見》。本次發布之意
見，對可以使用劃撥土地的相關公共服務項目，除
可按劃撥方式供應土地外，在自願的前提下，鼓
勵以出讓、租賃方式供應土地，支援以作價出資或
者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使項目擁有完整的土地產
權，增加其資產總量和融資能力。適應國有企事業
單位改革要求，事業單位等改制為企業的，其使用
的原劃撥建設用地，改制後不符合劃撥用地法定範
圍的，應按有償使用方式進行土地資產處置，符合
劃撥用地法定範圍的，可繼續以劃撥方式使用，也
可依申請按有償使用方式進行土地資產處置。
意見要求，國有農用地使用權可根據取得方式
的不同，分別辦理國有農用地劃撥、出讓、租賃、
作價出資或者入股、授權經營使用權登記手續。國
有農用地的有償使用，嚴格限定在農墾改革的範圍
中國大陸計畫於 2017 年 6 月底前在 12 個試點地區啟動
生育險、醫保兩險合併事宜。

內。國有農用地的使用權人，可根據取得土地的權
利類型，分別採取承包租賃、轉讓、出租、抵押等

待遇上符合規定的醫療費實報實銷，同時還有生育

方式經營管理。

津貼。因此，這次合併實施試點是在管理運行層面

意見強調，對相關法律法規和規劃明確禁止

合併實施，目的是通過整合兩項保險基金及管理資

開發的區域，嚴禁以任何名義和方式供應國有土

源，強化基金共濟能力，提升管理綜合效能，降低

地，用於與保護無關的建設項目。作價出資或者入

管理運行成本。

股土地使用權實行與出讓土地使用權同權同價管理

這位負責人說，試點方案明確的試點內容概括

制度。工業用地可採取先租後讓、租讓結合方式供

起來就是「四統一、一不變」。即統一參保登記、

應。支持各地以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或者入股方式

統一基金徵繳和管理、統一醫療服務管理、統一經

供應標準廠房、科技孵化器用地。農墾國有農用地

辦和資訊服務，職工生育期間生育保險待遇不變。

使用權擔保要以試點的方式有序開展。

中國大陸將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
鼓勵出讓租賃                                                  

1999 年後大陸城鎮居民使用宅基地不予確
權登記                                                     

據新華社2月7日報導，中國大陸將擴大國有土

據法制網2月9日報導，除大陸西藏自治區的部

地有償使用範圍，以進一步促進土地資源節約集約

分市、縣外，全中國大陸都已實現不動產登記「發

利用。

新停舊」，不動產登記制度順利落地實施。大陸國

大陸國土資源部7日發布消息稱，國土資源部

土資源部地籍司（不動產登記局）負責人同日在做

會同發改委、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部、

出上述表示時並透露，個別地方農村不動產登記仍

人民銀行、林業局、銀監會近日聯合印發《關於擴

然存在不規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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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源部近日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快宅基

尋求把中國大陸資金留在境內的監管機構，仍

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發證有關問題的通知》

然專注於他們認為被用於向境外轉移資金的對外直

（以下簡稱《通知》）。《通知》就非本農民集體

接投資（FDI），但商品和服務支付也受到了收緊措

成員（含城鎮居民和華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如何

施的影響。交易被延遲，而貿易信用保險公司正在

進行確權登記等做出明確規定。這位負責人強調，

削減對中國大陸的敞口。

1999年之後城鎮居民使用宅基地的，不予確權登
記。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看到的香港一家中資銀
行內部傳達的一份通知，深圳幾家銀行的分行在12

《通知》要求，開展權籍調查時，不動產登記
機構應將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和房屋的權屬調查

月凍結了備用信用證的開立。此前中國大陸政府的
監管機構要求銀行減少開立此類信用證。

結果送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並在村民會議或村民

監管機構最近限制的另一條管道是「內保外

代表會議上說明，同時以張貼公告等形式公示權屬

貸」：境內銀行為中資在境外註冊的附屬企業提供

調查結果，做到農村權籍調查公正、公開，充分保

擔保（即抵押），然後由境外銀行向境外企業放

障農民的知情權。

貸。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非本農民集體成員使用宅

隨著對跨境支付方式的非正式控制在2016年

基地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政府實施扶貧搬遷、地

12月收緊，為世界最大貿易國維繫貿易流動的複雜

質災害防治、新農村建設、移民安置等項目組織農

關係已感受到不確定性的漣漪效應。隨著不確定性

民易地建房使用宅基地。他說，這種情況使用的宅

加劇，在買家付款之前發運貨物的做法，即賒賬交

基地都是經統一規劃和批准的，應予以確權登記。

易，已開始減少。

圖／中新社

這位負責人強調，為防止遷新、建新不退舊，《通

高盛（Goldman Sachs）估計，從2015年8月至

知》要求在退出原宅基地並註銷登記後，再辦理登

2016年11月，中國大陸流失了1.1兆美元，其間人

記手續。

民幣兌美元貶值約9.8%。突顯當局在遏制資本外流

第二種是1999年之前非農業戶口居民（含城鎮

方面越來越迫切的跡象是，監管機構使出了各種手

居民和華僑）合法取得的。對於這種情況，這位負

段，從阻止跨國公司匯回股息，到限制中國大陸公

責人指出，因宅基地屬於農民的福利性待遇，但對

民進口黃金或者在香港購買保單。

非農業戶口居民（含城鎮居民和華僑）因轉讓、贈
與房屋以及經政府審批建房等方式佔用宅基地的，
《通知》認可其合理性，分1982年前、1982年～
1999年兩個歷史階段，規定了確權登記的政策。

2016 年中國大陸 GDP 首破 70 兆人民幣                                     
據香港商報1月21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
發布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
（GDP）首次突破70兆元（人民幣，下同），達到

外媒：中國大陸遏制資本外流努力波及貿易  

74.4127兆元，比上年增長6.7%。前三季度均同比

據FT中文網1月25日報導，近期發布限制使用

增長6.7%，四季度增長6.8%。這是中國大陸季度經

跨國融資基本工具的措施開始影響中國大陸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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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增速自2014年三季度以來首次回升。

商。中國大陸打擊資本外逃的努力正在危及其貿易

中國大陸經濟全年增長速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流動，正開始妨礙推動中國大陸每年1.7兆美元進口

織（IMF）最新的預測一致。IMF近日發布《世界經

的企業。

濟展望》報告估計，中國大陸2016年經濟增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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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國大陸 GDP 比上
年 增長 6.7%，首破 70 兆 人
民幣。

6.7%，印度為6.6%，2015年兩國增速分別為6.9%和
7.6%。

其中，廣東經濟總量在2016年達到79,512.05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7.5%，持續蟬聯
第一位。江蘇則仍然排名第二位。2016年山東經濟

2016 年大陸各省區市 GDP 排行：
廣東經濟總量蟬聯第一                                                

總量為67,008.19億元，增長7.6%，排名各省區市

據21世紀經濟2月7日報導，2016年中國大陸各

以上，河南經濟總量首次超過4兆，排名第四、第

省區市GDP總量（地區生產總值）和增速排名，以
GDP總量前10名來看，第1名到第6名名次不變，分
別為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

中第三位。此外，2016年浙江經濟總量達到4.6兆

五位。
總的來看，2016年大陸各省區市的經濟仍然保
持平穩。而截止到目前，全大陸僅有海南和江蘇的

不過，2016年湖北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河北，成

2017年經濟增速目標尚未公布。21世紀經濟研究院

為第七經濟大省。河北則下降為第八位。此外，福

預測，兩地2017年經濟增速目標可能為7.5%左右。

建、上海、北京、安徽2016年經濟總量排名第10到

如果按照大陸各省區市公佈的2017年經濟目

第13位，分別比2015年上升1位。
從經濟增速來看，2016年增速最高的是重慶，
增速為10.7%，其次分別為貴州和西藏，增速分別

標來測算，2017年各地經濟總量的位次變動不大。
有可能出現的變動為，重慶的經濟總量有望超過天
津，此外湖北和四川的經濟總量差距在縮小。

為10.5%、10%。增速比較靠後的有河北、上海、

另外，2017年廣東經濟總量有望達到8.5兆，

北京、黑龍江、山西、遼寧。遼寧2016年經濟增速

江蘇和山東經濟總量也有望分別超過8兆、7兆，福

為-2.5%，為全大陸最低。

建、上海2017年經濟總量則有望超過3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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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減企業成本  大砍苛捐雜費                     

施的通知》，也被稱為「吸引外資20條」。

據經濟日報2月9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理李

「吸引外資20條」放寬了服務業、製造業、

克強宣示，將進一步大砍企業面臨的苛捐雜費。據

採礦業等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中國政府網」消息，李克強8日主持國務院常務

寧吉喆指出：中國大陸不僅是要考慮准入前，就是

會議時決定，將進一步清理和規範涉及企業的收

要更多的放寬放開，包括服務業、製造業、採掘業

費，持續為實體經濟減負。

領域的利用外資的降低門檻。放開限制，而且在准

2016年底，包括大陸的汽車玻璃大王—福耀

入後，也要構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內外一致的營商的

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知名家電大廠—格力電器董事

環境。支持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上市，拓寬融資管

長董明珠、食品大廠—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等

道，逐步放開對外資在金融領域的限制。

知名企業家，接連發聲表達大陸製造業當前面臨的

寧吉喆進一步表示：不僅是包括要允許外資

困境，引發一場關於中國大陸企業成本高低的大論

更多的進入中國大陸的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機

戰。福耀玻璃在美國俄亥俄州投資近6億美元的全

構，包括證券基金、期貨公司、保險及保險的代理

球最大汽車玻璃廠2016年10月正式投產後，曹德旺

機構等等。還包括支持在大陸的外資企業，進入中

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表示，他比較中美兩國生產

國的股票市場、資本市場，包括主機板市場、新三

成本後發現，大陸製造業的綜合稅費負擔比美國還

板市場等等。

高出35%。曹德旺一番話讓大陸企業依然面臨的沉
重收費負擔受到關注。

中國大陸連續 10 年成全球最大黃金生產國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李克強在會議中指

據香港商報1月26日報導，中國大陸黃金協會

出，大力清理和規範涉企收費，優化實體經濟發展

發布數據顯示，中國大陸連續10年成為全球最大黃

環境，「是貫徹穩中求進總基調、推進供給側結構

金生產國，連續4年成為世界第一黃金消費國。

性改革重要舉措，是深化簡政放權的關鍵內容。」

據統計，2016年大陸累計生產黃金453.486

李克強表示，下一步要「深化認識，深挖潛

噸，與2015年同期相比，增產3.434噸，同比上升

力」，國務院部門要帶頭以更大決心進一步清理和

0.76%。2016年大陸黃金消費量975.38噸，與2015

降低涉企收費，儘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長遠、見

年同比下降6.74%。雖然黃金首飾消費因整體消費

實效的清費舉措，加大審計、督查力度，「堅決取

市場疲弱而出現大幅下滑，但實金投資表現搶眼，

消事業單位不合理收費，堅決杜絕仲介機構利用政

金條和金幣消費大幅增加，合計增長近30%。

府影響違規收費，行業協會商會不得強制企業入會
或違規收費」。

2016年，國際金價延續寬幅震盪之勢，年平均
價為每盎司1,246.14美元，相比2015年平均價每盎
司1,156.19美元上漲了7.78%。

大陸發改委：支持外企進入中國大陸股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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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黃金協會稱，一方面美元持續走強、

據央視財經1月22日報導，在達沃斯世界經濟

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讓金價承壓；另一方面英國脫

論壇，大陸習近平主席發表演講說指出中國大陸將

歐、川普當選、義大利公投及地緣政治摩擦加大等

積極營造寬鬆有序的投資環境。日前，大陸國務院

不確定性增強又為黃金價格提供堅強支撐，使人們

正式發布《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

對黃金的地位作用不得不重新審視。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