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国家统计局21
日发布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3%，
增速比二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41990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
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从环比看，三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此间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民经济在新
常态下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分产业看，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37996亿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
185787亿元， 增长7.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96125亿元，增长7.9%。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 全国夏粮总产量
13660万吨，比上年增加475万吨，增长3.6%；
早稻总产量3401万吨，比上年减少12.5万吨，
下降0.4%；秋粮有望再获好收成。前三季度，
猪牛羊禽肉产量5975万吨， 同比增长2%，其
中猪肉产量3972万吨，增长3.3%。

工业生产基本平稳。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1至8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38330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主营活动利
润35870亿元，增长9.6%。

前三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35778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1%（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1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2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8751
亿元 ， 同比名义增长 12.5%（实际增长
11.7%），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6个百分点。

盛来运表示，国内外环境仍错综复杂，经
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下一阶段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科
学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着力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保持宏观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努力实现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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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经
济同比增长7.3%，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但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转型升
级势头稳健，亮点频现，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正在发生。

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突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提高，服务

业增加值增速继去年首次超过工业后，继续延续
这一趋势。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中国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需求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出

现换挡，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而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 比投资贡献率高7个百
分点，中国经济再平衡态势更加清晰。

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增长8.2%，“跑赢”GDP。 居民收入名义增速高
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更
多为百姓分享。

区域结构继续优化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东部

在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中引领作用更为明显，
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下，后发优势不断
发力，中国经济区域结构更为均衡。

资源环境成本消耗有所减少
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经

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趋势明显，中国
经济发展路径更为清洁高效。

科学认识“新常态”，更要积极适应 “新常
态”。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面对依然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尤须
向改革要动力，呵护、引导好中国经济出现的
新趋势， 着力应对经济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持
续巩固加强经济稳中有进 、 稳中提质的好势
头，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夯实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随着21日国家统计局三季度宏观数据
的发布，中国经济再次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 只有拨云
见日，保持客观理性，才能准确把脉中国经济
的未来。

一问：中高速如何持续
从7.4%到7.5%，再到7.3%，前三季度中国

经济虽然呈倒V型增长，但幅度微小。
此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

个国际机构， 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
期，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德国《经济周
刊》网站甚至称，经济衰退是规律，应对中国
经济高增长预期表示怀疑。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普遍关注的是，四季
度中国经济能否回暖， 增速下降是否会成为
一种惯性？

面对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盛来运认为， 四季度和今后时期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新“四化”、中西
部后发优势、消费结构升级、改革力度加大会
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

“新常态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既是前所

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认
识和适应新常态，积极作为，加快经济的全面
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境界。”国家
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说。

二问：定向调控如何继续发力
此前，外界纷纷猜测，一直坚持定向调控

的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强刺激政策提振实体
经济。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文说，北京必
须决定是继续坚持下去， 还是采取更引人注
目的促增长措施， 包括普遍降息或者全面降
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 不少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中
国宏观调控政策强调知难而进， 淡化政策刺
激预期，意在利用调整期倒逼压力，因势利导
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卢锋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为保
障经济平稳增长， 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要同
时下力气，一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一方面
坚持总量稳定、定向调控的总体思路。同时，
要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消除不
合理因素，推动融资成本下降。

“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
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的同时， 加强
结构调整， 引导货币信贷向经济薄弱环节和
重点领域倾斜，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
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
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说。

三问：百姓生活会受影响吗
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超过1000万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长8.2%，跑赢了GDP。

“考虑到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
变化， 整个经济运行对就业的承载能力正在
加强。”盛来运说。

与此同时，在收入增长、CPI温和的情况
下，消费成为一大亮点。前三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网上零售额更是
大增49.9%。

“现阶段经济增速本身没有过去那么重
要，这时候要追求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增长，
而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三季度GDP同比增长

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稳中有进 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走势三问 ■新华时评

“新常态”中有

新亮点
新华社记者 安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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