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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GDP首破110萬億 人均1.25萬美元

2021中國經濟勁增8.1%

【香港商報訊】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
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並發表題為《堅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創後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的演講。習近平
強調，要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
流中發展。

習近平首先指出，再過兩周，中國農曆虎年新春就
要到來。在中國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徵，
中國人常說生龍活虎、龍騰虎躍。面對當前人類面
臨的嚴峻挑戰，我們要如虎添翼、虎虎生威，勇敢
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險阻，全力掃除新冠肺炎疫情
陰霾，全力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讓希望的陽光
照亮人類！

要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這場變局不限於一時一事、一國一域，而是深刻
而宏闊的時代之變。時代之變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如何戰勝疫情？如何建設
疫後世界？這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
也是我們必須回答的緊迫的重大課題。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習近

平強調，要善於從歷史長周期比較分析中進行思考，
又要善於從細微處洞察事物的變化，在危機中育新
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凝聚起戰勝困難和挑戰的強大
力量。為此，習近平提出四點倡議：

第一，攜手合作，聚力戰勝疫情。
第二，化解各類風險，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復蘇。
第三，跨越發展鴻溝，重振全球發展事業。
第四，摒棄冷戰思維，實現和平共處、互利共贏。

實現較高增長較低通脹雙重目標
習近平強調，去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

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奮鬥，在國家建
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期
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打贏了脫貧攻堅
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現在踏上了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總
體發展勢頭良好，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8%左
右，實現了較高增長和較低通脹的雙重目標。雖然受
到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壓力，但中國經濟
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我們

對中國經濟發展前途充滿信心。中國明確提出要推動
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
質性進展，將為此在各方面進行努力。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
永遠在路上。不論國際形勢發生什麼變化，中國都將
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國將繼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
中起決定性作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國
將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確保所有企
業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在市場面前機會平等。中國
歡迎各種資本在中國合法依規經營，為中國發展發揮
積極作用。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拓
展規則、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落實外資企業國
民待遇，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國堅持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推動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全力以赴推進生態文明建
設，全力以赴加強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善人民生產
生活環境。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
在要求，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中國將踐
信守諾、堅定推進。

「經濟總量達到110萬億元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指，過去一年，中國經濟總量
規模和人均水平持續提高，這意味我國綜合國力、
社會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升，也意味我
國發展的基礎更牢、條件更優、動力更足，同時也為
全球發展貢獻中國力量。他強調，2021 年我國實現
「十四五」良好開局。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超 8 萬元，衝破 1.2 萬美元關

口。 「雖然尚未達到高收入國家人均水平的下限，但
已逐年接近。」寧吉介紹，據初步測算，2021年世
界人均GDP在1.21萬美元左右，中國達1.25萬美元。

他亦強調，中國目前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人均GDP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中國仍是世
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

經濟增速高於預期目標
寧吉介紹，全年8.1%的增速高於年初《政府工作

報告》所定的6%以上預期目標。一、二、三、四季度
經濟增速按年分別增長 18.3%、7.9%、4.9%、4.0%；
按兩年平均計算，分別增長 4.9%、5.5%、4.9%、
5.2%。四季度經濟兩年平均增長率比三季度還高一

些。 「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都作出了積極貢獻。寧吉

介紹，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
物和服務淨出口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3、1.1、1.7個百
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 65.4%、13.7%、
20.9%。四季度，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
物和服務淨出口分別拉動經濟增長3.4、-0.5、1.0個
百 分 點 ， 對 經 濟 增 長 的 貢 獻 率 分 別 為 85.3% 、
-11.6%、26.4%。雖然四季度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為負，但 12 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由降轉
升，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 1 至 12 月份按年增長
3.3%，11、12 月兩個月連續回升，呈現出轉降為升
的象。

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
寧吉強調，下一步，中國經濟增長動能不僅來自

需求的拉動，而且來自供給的推動；不僅來自內需的
擴大，而且來自外需的拓展；不僅來自消費的增長，
而且來自投資的發展；不僅來自改革的推進，而且來
自創新的帶動。 「中國有信心、有底氣，也有能力、
有條件，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全年其他主要預期目標亦全面實現。寧吉介紹，
就業總體穩定，2021年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達到
11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
為5.1%，低於5.5%左右的預期目標；消費價格溫和上
漲，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0.9%，低於3%左
右的預期目標；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全年貨物進出口
順差比上年擴大 20.4%，達到進出口量穩質升的要
求；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2021年全國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實際增長8.1%，兩年平均
增長5.1%，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達到居民收入穩步
增長的要求。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
數據顯示，2021 年末全國人口（包括 31 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31 個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
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僅增加48萬人。從國家統計局
對1949年以來歷年人口淨增量數據梳理來看，2021年
內地淨增人口數量創下了1962年以來的新低。有專家
預測，2022年或2023年，內地總人口將達至頂峰。

2021 年 ， 內 地 出 生 人 口 1062 萬 人 ， 出 生 率 為
7.52‰；出生人口同比增長為 「-140萬人」。死亡人
口 1014 萬人，死亡率為 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0.34‰。寧吉指出，出生人口減少問題，是多種因
素綜合影響的結果。人口增速放緩是中國經濟發展，
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老齡
化、少子化也是發達國家乃至一些新興經濟體普遍面
臨的問題。惟他強調， 「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人口總
量將保持在14億人以上。」

專家：出生人口減少須高度重視
「出生人口減少要予以高度重視，使它減少的速度

慢一點。」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
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指，實施 「三孩」政策是一
種導向，重點在於建立健全成龍配套的生育支持體
系，提升民眾生育意願。

據中新社報道，翟振武認為，生育率走低與經濟社
會發展條件密切相關。房價上漲、就業不穩等問題提
高了生育成本；教育的發展也是一個因素，研究顯示
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願可能會越低。 「這些影響
生育率的因素都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今後應圍繞上
述因素下功夫出政策，多措並舉鼓勵生育意願。」如
就女性家庭時間和工作時間的平衡問題出台政策，解
決她們照料孩子的時間，除了產假每年可設較固定的
育兒假等；在經濟社會方面，要切實降低生育、養
育、教育的成本，緩解來自家庭的生育焦慮。

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發展前途充滿信心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北京報道：2021年中
國國民經濟成績單昨公布。據初步核算，2021年全
年國內生產總值1143670億元（人民幣，下同），連

續兩年超百萬億，並首次突破110萬億元大關。按不變價格計算，按年增長
8.1％，兩年平均增長5.1％；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7.7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
二，佔全球經濟比重預計超過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976元，按年平均匯
率折算達12551美元，突破1.2萬美元，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2021年正處全球
疫情 「高燒不退」的特殊時期，中國經濟增速卻實現
了8%以上的增長。專家表示，在拉動GDP的 「三駕
馬車」中，淨出口貢獻率提升最明顯，消費貢獻率僅
微升，投資貢獻則明顯回落。雖然全年數據亮眼，但
增速前高後低的趨勢顯示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可忽
視。

經濟增速前高後低趨勢凸顯
分析人士認為，2021年中國GDP增8.1%超既定目

標，主要得益於穩增長的政策落實到位。比較重要的
一點還有，疫情防控的成功讓中國經濟能夠發揮更大
的動能來滿足外需。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
「三駕馬車」中，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分別拉動經濟

增長5.3%、1.1%、1.7%，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
65.4%、13.7%和20.9%，與疫情前相比，淨出口貢獻
率明顯上升。他認為，淨出口貢獻率上升主要因國外
疫情仍較嚴重，生產受限，因此外需強勁帶動中國出
口保持較高增長。消費方面雖然微升，但12月份僅
增長1.7%明顯不及預期，這是有史以來除疫情爆發和
加快傳播之外的低點。主要消費項目中，汽車消費回
落仍多，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降 6%，家具類降
3.1%。近期個別地區疫情反彈，內地已發現多宗奧株
病例，對服務消費、線下消費形成一定制約。消費疲

軟體現了有效內需偏弱，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從趨勢看，2021年4個季度GDP分別增長18.3%、

7.9%、4.9%和4%，溫彬認為，前高後低走勢直觀地
體現出經濟下行的壓力。

穩增長政策料陸續出台
整體上看，溫彬表示，2021年中國經濟發展和疫情

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政府主要工作目標均已實
現。2022年，經濟發展挑戰仍然不少：全球經濟不確
定性較多，通脹持續升溫，發達國家政策轉向或引起
更大的復蘇不平衡和波動性衝擊；國內經濟面臨重重
壓力，經濟增長難度不小。為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必須進一步擴內需、穩外需。從政策看，各方面
支持穩增長的政策陸續出台實施，減稅降費、降準降
息等預期效果明顯的政策已落地，有望靠前發力。此
外，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困難
增加等關鍵時點，仍有必要推出更多形式的結構性政
策，提供精準支持。

「新一年中國經濟將恢復常態化運行，預計增速可
達5%至6%。」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
副主任徐洪才亦認為，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會明顯下
降，下行壓力下內需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要擴內需、
促消費，首先是要穩就業，此外要做好共同富裕，增
加民生領域支出，在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須
邁出更大步伐。

內地人口去年淨增48萬

專家指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註：包括31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
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14.3670萬億元(17.7萬億美元)，按年增8.1%，兩年平均
增5.1%。人均GDP達80976元，折合12551美元。

▶全國糧食總產量68285萬噸，按年增加1336萬噸或2.0%。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6%，兩年平均增長6.1%。1至11月份，全國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9750億元，按年增38.0%，兩年平均增長18.9%。

▶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比上年增長13.1%，兩年平均增長6.0%。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0823億元，按年增12.5%；兩年平均增長3.9%。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544547億元，按年增4.9%；兩年平均增3.9%。其中，全國房地
產開發投資147602億元，按年增4.4%，兩年平均增5.7%。

▶貨物進出口總額39.1009萬億元，按年增長21.4%。其中，出口21.7348萬億元，增
長21.2%；進口17.3661萬億元，增長21.5%。貿易順差43687億元。

▶至年末，外匯儲備餘額連續8個月保持在3.2萬億美元以上。

▶居民消費價格（CPI）按年上漲0.9%。

▶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比上年增83萬人。全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
5.1%，平均值按年下降0.5個百分點。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名義增長9.1%，兩年平均名義增長
6.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年末全國人口*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
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

2021
中
國
經
濟
成
績
單 20212021年中國經濟持續復蘇年中國經濟持續復蘇，，GDPGDP

按年增長按年增長88..11%%，，實現實現 「「十四五十四五」」 良好良好
開局開局。。圖為山東煙台開發區一工程機圖為山東煙台開發區一工程機
械企業員工檢查出廠車輛械企業員工檢查出廠車輛。。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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