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① 在安徽合肥开幕的科大讯飞（首届）全球1024开
发者节展示区内， 参观者和智能语音机器人进行互动
（2017年10月24日摄）。

图② 1月12日，一艘货轮停靠在山东青岛港外贸集装
箱码头。

图③ 1月18日， 一列动车行驶在海南省琼海市境内。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
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为31399亿美元，
较2017年初上升1294亿美
元，升幅为4.3%。数据显示，
12月末， 外汇储备规模较11
月末上升207亿美元，连续第

11个月出现回升。 国家外汇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全球经济持续回暖带来外需
增长、 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
开放、 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的
背景下， 未来我国国际收支
和外汇储备规模将保持平衡
稳定。

� � �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为58.8%， 高于资本形
成总额26.7个百分点， 消费依
旧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017年， 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蓬勃发展， 消费新
模式新业态也不断显现，带
动了新动能的成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 � � �商务部数据显示， 全国
2017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35652 家 ， 同 比 增 长
27.8%；实际使用外资8775.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
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高技
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
长61.7%。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
弘表示：“外资企业以占全国
不足3%的数量， 创造了近一
半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五分之
一的税收收入，为促进国内实
体经济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在2017年上涨1.6%，涨幅
较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我国
物价相对比较稳定。 其中，食
品价格下降1.4%，这是自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是
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
影响。 非食品价格上涨2.3%，
涨幅比上年扩大0.9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 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上涨6.3%，结束
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的下
降态势。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8.3%， 影响PPI上涨约6.13个
百分点。 涨幅较大的行业包括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 � � � 国家统计局的12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
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南京、
无锡、杭州、合肥、福州、郑
州、深圳和成都等9个城市的
新商品房价格已经低于去年
同期水平。从环比看，福州、
厦门、广州、深圳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比11月份下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毫不动
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 毫不动摇
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
毫不动摇坚持调控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 进一步落实地
方主体责任， 确保房地产市
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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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9%的经济增速、1.6%的通
胀水平、超过1300万人的城镇新
增就业……18日披露的2017年
中国经济亮丽年报，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更增强我们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经
济发展超出外界预期。全年进出
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4.2%，扭转了
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工业领域
供求关系改善，PPI扭转了自
2012年以来连续5年的下降态
势， 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创5年
新高；6.9%的GDP增速， 是我国
经济年度增速自2011年下行以
来的首次回升，就业稳、物价稳、
国际收支稳，形成经济“多稳”格
局。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深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的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
国经济交出量增质优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
了一个重要阶段，经济发展要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经济发展的关注点要从“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作出
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这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性特
征作出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的根本要求。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将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必须研判形势、创造
条件，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
国内外形势依旧复杂严峻。近年来，外界关于中国经
济“失速”“崩盘”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但中国经济
不为短期波动所扰，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向改革创
新要助力，用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予以回击。展望未
来，抓住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有利条件，坚持稳中
求进，着力高质量发展，我们更有信心推动中国经
济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
力、贡献经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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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初步核算，我国2017年国
内生产总值GDP为827122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6.9%。分季度看，四个季
度分别同比增长6.9%、6.9%、
6.8%、6.8%。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654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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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2011年经济增速下行
以来的首次回升。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表示，2017年我国
经济稳中向好、 好于预期，经
济活力、 动力和潜力不断释
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明显增强，实现了平稳健康
发展。

自2011年来首次回升
GDP突破80万亿大关1

� � � �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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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加快1.0个
百分点。2017年， 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超过1300万。

其中， 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快于城镇。数据显示，城镇
居民人 均可 支 配 收 入 为

363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6.5%；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13432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7.3%。 值得
一提的是，2017年我国全年
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
年增加481万人，农民工月均
收入水平3485元， 比上年增
长6.4%。

跑赢GDP增速
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3%2

� � � � 2017年前11个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为 68750亿元， 同比增长
21.9%，比上年同期加快12.5个
百分点， 企业效益实现较大幅
度改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36%，比
上年同期提高0.54个百分点。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我

国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实际增长6.6%， 增速
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其
中， 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3.4%和11.3%， 全年规模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产 销 率 达 到
98.1%，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
成效。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企业利润前11月达6.87万亿元3

� � � � 我国2017年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比2016
年增长14.2%，一举扭转此前连
续两年下降的局面。 各类型企

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其中，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3%，对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
的贡献率最高，达到41.3%。

扭转连续两年下降局面
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14.2%4

� � � � 2017年整年， 全国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43581亿元；截
至年末， 全国地方债余额为
164706亿元，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188174.3亿元限额
之内。2018年，有大约1.72万
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
府债务需要进行置换。

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 我国地方债风险总

体可控，下一步，要督促地方
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
伐，同时坚持“堵后门、开前
门”。一方面，坚决堵住违法
违规举债的“后门”；另一方
面，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
门”，合理确定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稳步推进专项债券管
理改革。

发债4.35万亿元
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5

� � � � 6.9%的增速、1.6%的通胀、 超过1300万
人的城镇新增就业……18日公布的2017年中
国经济“年报”，向世界亮出一份稳中向好、好
于预期的成绩单。

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 中国经济总
量不仅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更在推动结构
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上蹄疾步稳，为经
济注入中长期发展动力。

记者从中梳理出10大重要经济数据，由此
观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新气质。

实际使用8775.6亿元
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6

CPI温和上涨1.6%
PPI结束5年下降态势7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持平或下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8

保持平衡稳定规模

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9

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8.8%
消费依旧是经济增长主动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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