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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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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82712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分季度看，一
季度同比增长 6.9%，二季度增长 6.9%，三季度增长 6.8%，四季度
增长 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54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334623 亿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增加值
427032 亿元，增长 8.0%。
2、财政收支。1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567 亿元，同比增长 7.4%，比上年加快 2.9
个百分点，扭转了自 2012 年以来收入增速放缓的态势；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首破 20 万亿元(203330 亿元)，同比增长 7.7%；2017
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税
收增势强劲，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在税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中西
部地区增收贡献率明显提高，贡献率达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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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1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
示，2017 年我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522014.9 亿元，同比增长
13.6%。中央企业 308178.6 亿元，同比增长 12.5%。地方国有企业
213836.3 亿元，同比增长 15.2%。实现利润方面，国有企业利润总
额 28985.9 亿元，同比增长 23.5%。中央企业 17757.2 亿元，同比
增长 16%。地方国有企业 11228.7 亿元，同比增长 37.6%。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7518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增速比 2016 年加
快 12.5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651.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5.1%；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9.9 亿元，下降 8.5%；
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404.4 亿元，增长 23.5%；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752.9 亿元，增长 15.8%；私营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23753.1 亿元，增长 11.7%。
5、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96 元，增长 8.3%（以下如无
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432 元，增长 8.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3%。
6、汇率。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月 16 日，
1 美元兑人民币 6.4366 元，1 月 31 日为 6.2875 元，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升值 2.32%；1 月 16 日，1 欧元兑人民币 7.8852 元，1 月 31
日为 7.8283 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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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股指。1 月 16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 3436.59 点，1
月 31 日收盘价 3480.83 点，上涨 1.29%。1 月 16 日，中小板综合
指数收盘价 7610.68 点，1 月 31 日收盘价 7420.66 点，下跌 2.50%。
1 月 16 日，
创业板指数收盘价 1729.60 点，
1 月 31 日收盘价 1735.06
点，上涨 0.32%。
（二）国内经济政策
1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三步走的发展目标，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
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意见》从五个方面提
出了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 20 项重点任务。一是完善基础研究
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加
强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
优化基础研究区域布局；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建
设高水平研究基地。聚焦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布局建设国家实验
室，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建设。三是壮大基础研究人才
队伍。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加
强中青年和后备科技人才培养，稳定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高水平创新团队。四是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组织实施国际
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加大国家科技
计划开放力度，落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五是优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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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建立
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
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立完善
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弘扬科
学精神与创新文化。
1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
促进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
展进行部署，提出要把服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作为主
攻方向，集聚各类要素资源，着力打造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区
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区。到 2025 年，布局建设一批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新
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探索农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显著提
高示范区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绿色发展水平。坚持一区一主
题，依靠科技创新，着力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国际经济
（一）国际经济动态
1、汇率。1 月 16 日美元指数为 90.4671，1 月 31 日为 89.1201，
下跌 1.49%。1 月 16 日欧元兑美元为 1.2260，1 月 31 日欧元兑美
元为 1.2415，欧元升值 1.26%；1 月 16 日美元兑日元为 110.47，1
月 31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9.19，日元升值 1.16%；1 月 16 日英镑兑
美元为 1.3789，1 月 31 日英镑兑美元为 1.4192，英镑升值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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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股指。1 月 16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为 25792.86 点，
1 月 31 日为 26149.39 点，上涨 1.38%；1 月 16 日，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为 7223.69 点，1 月 31 日为 7411.48 点，上涨 2.60%；1 月 16
日，日经 225 指数为 23951.81 点，1 月 31 日为 23098.29 点，下跌
3.56%；1 月 16 日，德国 DAX 指数为 13246.33 点，1 月 31 日为
13189.48 点，下跌 0.43%。1 月 16 日，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为 7755.93
点，1 月 31 日为 7533.55 点，下跌 2.87%。
3、原油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价格，1 月 16
日收盘价为 63.82 美元/桶，1 月 31 日为 64.77 美元/桶，上涨 1.49%。
4、国际金价。1 月 16 日国际现货黄金（伦敦金）价格为 1338.20
美元/盎司，1 月 31 日为 1339.93 美元/盎司，上涨 0.13%。
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1 月 16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数（BDI）为 1221 点，1 月 31 日为 1191 点，下跌 2.46%。
（二）国际经济政策
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1 月 23 日，日本央行公布 1 月
利率决议，维持政策利率-0.1%不变，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继续
维持在零附近。
在季度经济与物价展望中，
日本央行对 2017、
2018、
2019 财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区间有小幅上调，2018 财年的通胀预期
区间亦有小幅上调，全年购债规模仍保持在 80 万亿日元，但可能
根据需要调整购债步伐。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标始终是 2%的通胀，
尽管通胀状况持续转好，但目前核心 CPI 的增速仍然仅有 0.9%，
进一步剔除能源的核心 CPI 增速仅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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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加息。1 月 17 日，加拿大央行宣布上调利率 25 个
基点至 1.25%的水平，此次加息是加拿大央行 2017 年 7 月以来第
三次加息，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并表示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息。

三、观点集萃
（一）国内观点
刘世锦：地方隐形债务规模难以估计，部分已超“明债”。1
月 29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2018 年的中
国经济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债务“明债”尚属可控，隐形
债务规模难以估计，有些地方已超过“明债”，风险因素积累并显
露。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平台后，吸收、化解、后推财
政金融风险的能力和空间大为收缩，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问题应
引起高度关注。对于如何处置地方债，刘世锦提出，一是稳杠杆，
不能加大风险隐患；二是软着陆，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三
是下决心解决政府、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坚持中央政府不救助，
地方政府可通过售卖资产、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还债；四是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速度观，按可用、可融的资
金规模决定建设规模，量力而行；五是更多地把资源投入到公共服
务、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而非以前主要投入房地产、基础设
施建设等。
管涛：跨境资本流动不是该不该管，而是怎么管。1 月 25 日，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所谓资本流动管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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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如以前好管”“管流出不如管流入有效”“控流出会抑制资本
流入”等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准确。管理需要讲求艺术和技
巧，讲究方式和方法。对于资本流动管制的效果不宜高估，如果辅
以可信的价格信号，管理将事半功倍。资本流动管制只能作为临时
性的手段，一旦市场趋稳应该及时撤回。同时，资本流动管制只是
争取时间，却不能替代必要的调整与改革。
（二）国外观点
卡尼：反对在加密货币交易中匿名。1 月 31 日，英国央行行
长马克·卡尼表示，加密货币付款通常用于洗钱或其他非法活动，
因而在交易中不应该对用户身份进行保密。卡尼肯定了底层技术可
能带来的巨大商业机会，但对国际监管机构支持使用数字货币表示
担忧，并表示应评估在多大程度上将加密货币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拉加德：特朗普减税威胁世界经济稳定。1 月 29 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特朗普的税收改革是可能破坏当前经
济复苏的三大风险之一。虽然美国税收改革短期内会产生积极影
响，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可能会带来严重风险，尤其在世界各
地的资产价格较高的情况下，会对金融脆弱性产生影响。
（信息部 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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