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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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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
点，其中城市上涨 1.5%，农村上涨 1.5%；消费品价格上涨 1.0%，
服务价格上涨 2.3%。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3%，涨
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3%，涨幅回落 0.5%。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2%，环比上涨 0.5%。
2、研发经费投入情况。2017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75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增速较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12%，较上年提高
0.01 个百分点。从研发活动类型看，2017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
9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5.3%，
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2017 年企业研发经费为 1373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3.1%；政府下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分别为
2418.4 亿元和 1127.7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7%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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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汇率。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 月 1 日，
1 美元兑人民币 6.2960 元，2 月 28 日为 6.3335 元，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贬值 0.6%；2 月 1 日，1 欧元兑人民币 7.8255 元，2 月 28 日
为 7.7288 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1.24%。
4、主要股指。2 月 1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 3446.98 点，2
月 28 日收盘价 3259.41 点，下跌 5.44%。2 月 1 日，中小板综合指
数收盘价 7225.88 点，2 月 28 日收盘价 7477.26 点，上涨 3.48%。2
月 1 日，创业板指数收盘价 1697.39 点，2 月 28 日收盘价 1753.63
点，上涨 3.31%。
（二）国内经济政策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意义及总体要求，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是提升
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二是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三是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
风文明新气象；四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六是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七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
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八是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九是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十是坚持和完
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2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
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主要内容有：一是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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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范围；二是制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国家基础标准；三是规
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分担方
式；四是调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推进省以下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此外，配套措施包括：明确部门管理职责，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预算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大数据平台建设以及强化监督检
查和绩效管理。

二、国际经济
（一）国际经济动态
1、汇率。2 月 1 日，美元指数为 88.6486，2 月 28 日为 90.6684，
上涨 2.28%。2 月 1 日，欧元兑美元为 1.2511，2 月 28 日，欧元兑
美元为 1.2195，欧元贬值 2.53%；2 月 1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9.4，
2 月 28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6.67，日元升值 2.5%；2 月 1 日，英
镑兑美元为 1.4265，2 月 28 日，英镑兑美元为 1.3761，英镑贬值
3.53%。
2、主要股指。2 月 1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为 26186.71 点，
2 月 28 日为 25029.20 点，下跌 4.42%；2 月 1 日，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为 7385.86 点，2 月 28 日为 7273.01 点，下跌 1.53%；2 月 1 日，
日经 225 指数为 23486.11 点，
2 月 28 日为 22068.24 点，
下跌 6.04%；
2 月 1 日，德国 DAX 指数为 13003.90 点，2 月 28 日为 12435.85
点，下跌 4.37%。2 月 1 日，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为 7490.39 点，2 月
28 日为 7231.91 点，下跌 3.45%。
3、原油价格。2 月 1 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收
盘价为 65.98 美元/桶，2 月 28 日为 61.55 美元/桶，下跌 6.71%。
4、国际金价。2 月 1 日，国际现货黄金（伦敦金）价格为 13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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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盎司，2 月 28 日为 1317.81 美元/盎司，下跌 2.27%。
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2 月 1 日，BDI 为 1114 点，
2 月 28 日为 1192 点，上涨 7%。
（二）国际经济政策
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席。当地时间 2 月 5 日，美联储理事鲍威
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重申美联储两大使命，支持美国经济继
续增长和物价稳定，强调将致力于有效的金融监管，对金融系统保
持警惕，准备回应不断演变的风险。
美国公布新财年预算计划。当地时间 2 月 12 日，白宫公布了
新财年 4.4 万亿美元规模预算计划。基础设施方面，预算计划提出
为基础设施提供 210 亿美元，未来十年基建合计投入 2000 亿美元；
国防预算方面，
提出为国防部提供 6860 亿美元，
其预算规模创 2010
年以来新高；边境安全方面，预计投入 230 亿美元，其中 180 亿美
元用于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27 亿美元用于扣留 5.2 万无证移
民，7.82 亿美元用于招募 2750 多名海关和移民工作人员。预算计
划还提出，十年内计划削减预算赤字 3 万亿美元。

三、观点集萃
（一）国内观点
王一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十大问题。2 月 25 日，在
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8 年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我国经济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需要三个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
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指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仍面
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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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推进体制进一步创新来推动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四是如何优化区
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
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六是如何加快土地制度
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
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防
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
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差距；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
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张斌：中国追随美联储加息的论调不成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
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看不出中国加息
的必要性。他指出，从国内因素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
相对稳定，未来经济增长动能也不会太强，当前通胀水平在相对合
适的位置，并不存在很大的通胀压力；从国外因素看，美联储加息
后中国也应跟着加息，这种论调并不成立，欧洲和日本央行并未跟
随。即便是解决资本流入压力，解决方式也不能通过加息，不能牺
牲国内的货币独立性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应采取浮动汇率将资本
流入压力抹掉。
（二）国外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全球加密货币监管趋势不可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加密
货币监管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她解释道，IMF 是一个致力于实
现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国际组织，IMF 对加密货币的担忧主要源于其
在非法金融活动中的应用可能。具体监管措施应该依相关活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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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了解“谁在做什么，他们是否获得许可以及是否受到监管”。
此外，拉加德还呼吁全球监管部门建立合作，以应对加密货币在跨
境金融方面的犯罪行为。
国际清算银行行长：比特币对金融体系构成威胁，各国应采取
行动。国际清算银行（BIS）新行长奥古斯丁－卡斯腾斯（Agustin
Carstens）在德国歌德大学的首次公开演讲中厉声抨击比特币，质
疑其稳定性，称它是一种“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的灾难结合体”。
奥古斯丁表示，由于当前产生了太多的模仿货币，
“比特币大家族”
似乎出现了分裂，这种技术复制只会导致虚拟数字货币的价值跌向
零水平。此外，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永远
不会被政府纳入管理，或者予以制度支持。他建议，中央银行、财
政部、税务机关和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必须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和有效的支付系统，维护具有“真正价值”的货币，各国当局有责
任取缔这虚拟货币这种支付技术。
（信息部 赵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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