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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上半月国内国际经济动态及重要观点
一、国内经济
（一）国内经济动态
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2017 年 12 月份，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9%，环比上涨 0.8%。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9%，环比上涨 0.8%。2017 年全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1%。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17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1.8%。其中，城市上涨 1.9%，农村上涨 1.7%；食
品价格下降 0.4%，非食品价格上涨 2.4%；消费品价格上涨 1.1%，
服务价格上涨 3.0%。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3%。
其中，城市上涨 0.3%，农村上涨 0.4%；食品价格上涨 1.1%，非食
品价格上涨 0.1%；消费品价格上涨 0.5%，服务价格上涨 0.1%。2017
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6%。
3、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12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6%，虽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但仍达到年均值水平，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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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扩张动力。2017 年，制造业 PMI 总体走势稳中有升，年均值
为 51.6%，明显高于去年总体水平 1.3 个百分点，制造业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更趋明显。
4、汇率。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月 2 日，
1 美元兑人民币 6.4967 元，1 月 15 日为 6.4417 元，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升值 0.85%；1 月 2 日，1 欧元兑人民币 7.8218 元，1 月 15 日
为 7.8678 元，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0.59%。
5、主要股指。1 月 2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 3348.33 点，1
月 15 日收盘价 3410.49 点，上涨 1.86%。1 月 2 日，中小板综合指
数收盘价 7632.63 点，1 月 15 日收盘价 7599.96 点，下跌 0.43%。1
月 2 日，创业板指数收盘价 1769.67 点，1 月 15 日收盘价 1732.62
点，下跌 2.09%。
（二）国内经济政策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
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思想，强化安全红线意识，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切实把
安全发展作为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落实完善城市运行管理及
相关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城市安全社会治理格局，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
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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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人民群众营造
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意见》还要求，要持续推
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
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为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
稳固的安全保障。
1 月 14 日，十九届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确立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背景作出说明。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既是国务院的一项重要
工作，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这对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
人民都具有积极作用。《意见》还指出，通过建立规范的报告制度，
来解决底数不清、管理不够公开透明，监督不够有力等问题。《意
见》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依法由国务院负责同志进行报告，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报
告。在报告方式上，年度报告采取“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
结合的方式。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 年监督工作计划，10 月份
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重点听取和审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报告。

二、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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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动态
1、汇率。1 月 1 日美元指数为 92.2574，1 月 15 日为 90.4559，
下跌 1.95%。1 月 1 日欧元兑美元为 1.2007，1 月 15 日欧元兑美元
为 1.2265，欧元升值 2.15%；1 月 1 日美元兑日元为 112.6750，1
月 15 日美元兑日元为 110.5300，日元升值 1.90%；1 月 1 日英镑兑
美元为 1.3519，1 月 15 日英镑兑美元为 1.3795，英镑升值 2.04%。
2、主要股指。1 月 2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为 24824.01 点，
1 月 12 日为 25803.19 点，上涨为 3.94%；1 月 2 日，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为 7006.90 点，1 月 12 日为 7261.06 点，上涨 3.63%；1 月 4
日，日经 225 指数为 23506.33 点，1 月 15 日为 23714.88 点，上涨
0.89%；1 月 2 日，
德国 DAX 指数为 12871.39 点，
1 月 12 日为 13200.51
点，上涨 2.56%。1 月 2 日，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为 7648.10 点，1 月
12 日为 7769.14 点，上涨 1.58%。
3、原油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价格，1 月 2
日收盘价为 60.37 美元/桶，1 月 12 日为 64.33 美元/桶，上涨 6.56%。
4、国际金价。10 月 2 日国际现货黄金（伦敦金）价格为 1317.15
美元/盎司，1 月 12 日为 1339.30 美元/盎司，上涨 1.68%。
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1 月 2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
数（BDI）为 1230 点，1 月 15 日为 1264 点，上涨 2.76%。
（二）国际经济政策
德国央行将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德国央行 11 日表示，
它将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在 2017 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领域
的作用减小之后，此举将提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11 日，德国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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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事安德烈亚斯•多姆布雷特在香港的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
时，证实了将人民币纳入储备的计划。去年 11 月，人民币在经由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完成的国际交易使用最多的国际货
币当中排第 6 位，份额仅为 1.8%。而在那两年之前，人民币排在
第 5 位，份额为 2.3%。
欧洲央行提醒市场准备迎接量化宽松结束。欧洲央行(ECB)将
开始提醒市场准备好迎接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的结束，
在不久后改变向投资者发出的信息，以反映欧元区经济增长强劲的
局面。11 日公布的欧洲央行最新利率设定会议的纪要显示，政策
制定者们希望淡化对该地区复苏的描述，转而将该行的沟通重点放
在“持续强劲且日益自我维系的经济扩张”上。投资者将 12 月 14
日会议的纪要视为一个信号，即欧洲央行的大规模货币刺激计划
（即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比预期更早结束。

三、观点集萃
（一）国内观点
李克强：2017 年中国 GDP 预计增长 6.9%左右。10 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表示，过
去一年，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整体形势好于预期。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6.9%左右；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创
多年来的最低；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财政收入、居
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债市、股市、房市平稳运行，外汇储
备持续增加，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有这样良好
的表现，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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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大力培育发展新
动能。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
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增长、
投资、合作机遇。
姜洋：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必须要跟上，须服务实体经济。15
日，证监会副主席姜洋第十一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表示，监管层对于
金融科技的持开放态度，但新技术也带来了一些风险。金融市场操
作走向智能网络化后，当技术出现一点问题，人工可能很难控制，
比如“乌龙指”事件、闪崩等。因此监管层不应坚持固有的传统理
念，而应该进行沙盒监管等试点，法律、规则必须要跟上，这样让
市场预期更加明确。金融科技的发展引领未来经济方向，监管机构
需要积极支持。他还表示，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不断完善、
优化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产品，加强两地监管合作，支持企业跨境发
债。
（二）国外观点
纽约联储主席：税改在长期会制造经济过热风险，美联储或“猛
踩刹车”。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 11 日表示，美国减税政策为经济
带来了短期支持，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长期风险。他也继续捍卫了
美联储在今年加息三次的路径预期，因为通胀将在中期内回升至
2%的政策目标。他表示，尽管通胀不达标要求政策制定者有更多
耐心，但更值得担忧的是，经济在依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为宽松
的金融状况推动下持续超过趋势线增长，从而存在过热风险。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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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朗普政府不断扩张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今年加息三次并
不是缺乏理性的”。他还重申了在劳动力市场趋紧的同时，采取财
政刺激政策来推涨经济，可能会令“通胀率显著超过 2%”。如果
发生，将要求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也许会因此触发经济衰
退。
世界银行：2018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1%，为七年来最佳。世
界银行 9 日表示，全球经济预计将在 2018 年增长 3.1％，略高于上
一年的 3％，为七年来最佳。2018 年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
首次接近或达到完全增长潜力。世界银行也警告说，除非政府采取
政策，增加劳动力的参与，不然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是暂时的。世界
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在 2019 年降至 3%，并于 2020 年降至 2.9%。
新兴经济体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尤其是商品出口国——
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预计将在今明两年分别达到 4.5%和 4.7%。
（信息部 胡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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