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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
6%，增速较上年回落 0.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
比增长 5.8%，二、三、四季度均增长 6.1%，工业生产增速
基本维持在 6%左右小幅波动，企稳态势明显。

工业品价格明显回升。2016年1月至8月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逐月收窄，9月份由负转正，终止了
连续54个月下滑的走势。四季度加速回升，其中，10月份
同比上涨 1.2%、11月份上涨 3.3%、12月份上涨 5.5%。全
年下降1.4%，降幅较上年大幅收窄3.8个百分点。

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2016 年，在统计的 589 种主
要工业产品产量中，一季度增长面为 61.3%、上半年为
64%、全年为 66.9%。传统产业中的表面活性剂、镀层板

（带）、海绵钛等，新兴产业中的太阳能电池、光电子器件、
工业机器人等细分行业产品产量均保持了较快增长。

出口增速由降转增。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
货值比上年增长 0.4%，上年为下降 1.8%。分季度看，一
季度同比下降 3%、二季度增长 0.8%、三季度增长 1.3%、
四季度增长 1.9%，呈现逐季回升走势。

用工需求趋稳回升。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9 万多家被调查单位的用工需求上半年
保持平稳、下半年回升明显。从四个季度看，用工需求较
上季度回升的企业数占被调查单位数的比例分别为
10.4%、10.3%、11.6%和 13.2%。

2016 年 1 月至 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60334.1 亿元，同比增长 9.4%，增速较 1 月至
10 月份加快 0.8 个百分点，而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 2.3%，企业效益较上年明显改善。
总体看，企业效益改善主要得益于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长
加快以及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原煤、钢材、成品油等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了煤炭、钢铁和石油加工等企业利
润快速增长，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提高产生了
明显推动作用。成本降低也提升了企业盈利空间，2016
年 1 月至 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为 5.85%，同比上升 0.26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景气回升。2016 年，小微工业企业景气指
数虽仍处于不景气区间，但呈现逐季低位回升的态势，四
季度已回升至近两年的最高点。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回落。2016 年，六大高耗能行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2%，增速较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
点。采矿业由增转降，2016 年，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下
降 1%，由上年增长 2.7%转为下降。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速加快。2016 年，装备

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9.5%和
10.8%，增速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3.5 和 4.8 个百
分点，较上年分别加快 2.7和 0.6个百分点。

钢铁、煤炭行业完成了去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行业
效益好转，但产能过剩的总格局并未改变。11 月末，钢
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库存同比继续下降，延续
年初以来的去库存态势；11 月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 56.1%，同比下降 0.6个百分点，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

新增长点对工业生产发挥积极拉动作用。2016 年，
有万余家新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继投产，占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 2.8%，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20%。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成长。2016 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4.5个百分点。电子、汽车已成为拉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主导行业。2016年，电子、汽车行业现价增加值
占工业比重分别达到 7.5%和 6.9%，两个行业对工业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 27.9%。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智能手
机、智能电视、集成电路等生产均保持了较高增速。

总之，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动能持续较快增
长，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工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进一
步深化，工业经济企稳迹象明显。但也
必须看到，工业经济需求不足、
产能过剩等固有矛盾仍在
化解过程中，传统产业
仍有不少困难，推
进“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
仍然艰巨
复杂。

工 业 经 济 稳 中 提 质

2016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推进“三去一

降一补”重点任务，工业经济缓中趋稳，呈现生产运行平稳、效益明显改善、结构持续优化、动

能加快转换的特点

2016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达
到 332316.3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0.4%，增速比上
年 回 落 0.3 个 百 分 点 。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 实 际 增 长
9.6%，增速比上年回落 1 个百分点，高于 GDP 增速 2.9
个百分点。从季度走势看，增速稳中有升，四个季度
增速分别为 10.3%、10.2%、10.5%和 10.6%。其中，
12 月份消费品市场增速比 11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
创年内单月增速新高。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最终消费支
出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2016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
高于 2015年 4.9个百分点，高于 2014年 15.8个百分点。

新兴业态持续快速发展，传统零售业总体回升。网
上零售方面保持快速增长，市场规模突破 5 万亿元大
关。2016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51555.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6.2%。经过十几年市场培育，网络零售市场成熟度
越来越高，线上线下加速融合；传统零售业态增速总体
回升，但内部业态发展有所分化。据测算，2016年，包括
超市、百货店、专业店等在内的传统零售业态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7.8%，增速比上年加快 2.3个百分点。其中，限
额以上单位中的专业店和专卖店增速分别比上年加快 4
个和 3.9 个百分点，超市和百货店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1.6个和 1.4个百分点。

去年与品质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升级类相
关的商品销售亮点纷呈。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
类比上年增长 13.9%，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3.5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保持近 12%的
较快增长。汽车类商品中升级型 SUV 和环保型新能源

汽车保持快速增长。
近年来，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文化娱乐、

休闲旅游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旅游、电影
等娱乐休闲体验式消费旺盛。

吃穿用生活必需品稳步增长。2016年，限额以上单
位吃穿用类比上年增长 10.5%，增速略高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日用品类
分别增长 10.5%和 11.4%；部分居住类商品增速增长较
快。受房地产销售回暖的拉动，2016 年，限额以上单位
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分别比上年增长 12.7%和
14%，增速保持在 12%以上。

乡村市场销售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农村地区交通、
物流、通讯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加上农村电商的快速
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带动乡村市场销售快速增
长。2016 年，乡村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0.9%，比城镇快
0.5 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 14%，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长较快。伴随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商业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消费市场增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6
年，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比上年增长
11.2%，高于全国 0.8个百分点。

消费品供给稳定增长。2016 年，汽车制造、医药制
造、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和食品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 15.5%、10.8%、10%和 8.8%，分别比同期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9.5、4.8、4 和 2.8 个百分点。同
时，全年消费品进口增长 11.4%，高于同期全部货物进口
增速 10.8个百分点。

2016年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进一步显现，消费品市

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市场结构持续优化，网络零售等新兴业态快

速增长，品质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亮点频现，城乡市场差距不断缩小

消费品市场稳中有升

消费价格涨幅缓中趋稳，2015 年 1.4%的涨幅为近 5
年最低，2016 年价格涨幅略有扩大，但涨势温和。分月
看，2016 年各月 CPI 同比涨幅在 1.3%-2.3%之间波动；
核心 CPI（扣除食品和能源 CPI）基本稳定，月度同比涨
幅在 1.6%左右。

多数食品价格保持平稳。2016 年食品价格上涨
4.6%，影响 CPI 上涨 0.90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鲜菜价
格上涨影响 CPI 上涨 0.71 个百分点，其他大多数食品市
场供需稳定，价格运行平稳。2016 年粮价保持基本稳
定，为 CPI 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猪肉价格前高后
稳。2016 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恢复性上涨，之后逐渐回落
趋稳。鲜菜价格起伏相对较大。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
遭遇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鲜菜市场供应偏紧，致使 2 月
份和 3 月份价格上涨较多；年末鲜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同比涨幅回落至较低水平。

服务性消费活跃，带动服务价格平稳上升。2016 年
我国服务价格上涨 2.2%，影响 CPI 上涨 0.81 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升级，2016 年家政服务、课外教育、养老服务、
健身活动、旅游等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5.7%、3.7%、2.5%、
2.1%和 2.0%。部分公共服务领域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
善，价格出现温和上涨，2016 年医疗服务、停车费和市内
公共交通价格分别上涨 3.5%、2.2%和 1.9%。

工业消费品价格走势温和。2016 年工业消费品价
格上涨 0.2%，影响 CPI 上涨 0.08 个百分点。2012 年以
来，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逐年回落。2016 年工业消费品
市场需求有所回暖，下半年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涨幅逐
月扩大。尽管 2016 年下半年 PPI 在生产资料价格回暖
的带动下显著回升，但生活资料价格长期保持稳定，PPI

对 CPI的传导相对温和。
2016 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

求等政策作用下，生产和市场需求稳定增长，供需关系
逐步改善，工业品价格降幅明显收窄。2016 年 PPI 下降
1.4%，比上年收窄 3.8 个百分点，是 2012 年以来降幅最
小的一年。

重点行业价格带动作用突出。2016 年四季度，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3.3%，涨幅
比三季度扩大 17.1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同比由三季度的持平转为上涨 11.0%；煤炭开采
和洗选、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价格同比由三季度的分别下降 1.2%、4.9%、
3.1%和 1.0%转为分别上涨 25.9%、9.6%、3.3%和 2.5%。
据测算，上述 6 个行业对四季度 PPI 上涨的贡献率合计
达到 94%左右。

价格上涨行业个数逐渐增加。2016 年，在上游行业
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同比上涨的行业个数从 3 月份的 9
个增加到 9 月份的 17 个，12 月份的 32 个，价格上涨面向
中下游行业有所扩散。12 月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
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
业出厂价格同比由 1 月份的下降转为分别上涨 0.5%、
0.7%和 3.9%。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向好态势逐步稳固。
2016 年 1 月至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9.4%，其中，采矿业利润降幅收窄，装备制造业、高技术
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

总体来看，2017 年 PPI 存在上涨压力，但部分行业
产能过剩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转型升级任务仍然艰巨，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着 PPI进一步上涨。

物价稳定生产回暖
2016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0%，涨幅比上年扩大0.6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4%，降幅比上年收窄3.8个百分点。
从动态看，出现由降转涨。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生产价格由降转涨，

反映出经济运行中积极变化累积增多、市场形势稳中向好的新态势

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市场需求不振、传统行业
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2016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
所放缓，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6501 亿
元，同比增长 8.1%，增速比 1 月至 11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
点，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虽然放缓，但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推动下，投资
增长的内生动力已出现企稳态势，投资结构继续优化，积
极因素正在累加。

2016 年，第一产业投资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全年完成投资 188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1%，增速比全
部投资高 13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3.2%，比上
年 提 高 0.4 个 百 分 点 。 第 一 产 业 中 ，农 业 投 资 增 长
30.4%，渔业投资增长 21.8%。此外，在第一产业投资快
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公路建设、电网改造、水利灌溉工程
等涉农领域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
步推进。

2016 年 ， 工 业 投 资 227892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3.6%，增速比 1 月至 11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已连续
两个月回升。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技术产业、转型升
级等领域投资均呈较快增长。一是新动能发展力量不断

积蓄。2016 年，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
227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

二是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
长。2016 年，工业技改

投 资 92567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11.4% ， 当 年
工业技改投

资 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的贡

献率高达 21.1%。
2016 年，第三产业投资 3458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5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为 75.4%，比上年提高 15.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
已经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具体来看，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运行态势良好。2016
年，基础设施投资 1188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4%，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19.9%。基础设施行业中，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投资增长39.9%；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2.9%；
水 利 管 理 业 投 资 增 长 20.4% ；道 路 运 输 业 投 资 增 长
15.1%。二是科教文卫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
科教文卫领域全年完成投资 290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其中，教育投资增长 20.7%，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
增长21.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投资增长17.2%，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16.4%。三是高技术服务业投资蓬
勃发展。2016年，高技术服务业完成投资14960亿元，比
上年增长 18.3%，比全部投资高 10.2 个百分点，占第三产
业投资的比重为 4.3%。在新经济的带动下，2016年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势良好，已成为第三产业投资中新的增长
点。四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加快。2016 年完成投资
1025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房地产对全部投资增长
的贡献率为14.7%，比上年提高12.8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升，2016 年制造业
完成投资 1878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增速比 1 月至
11 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 3.9 个百分点。从
内部结构看，2016 年装备制造业投资 75468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4%，对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41.9%；与食
品、服装、健康等有关的消费品制造业投资 53726 亿元，
增长 8.1%。

民间投资增速稳步回升。2016 年民间投资 3652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随着企业效益的持续改善以及
相关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民间投资增速自 9 月份起已
连续 4 个月回升，阶段性筑底迹象明显。民间投资中，第
一产业比上年增长 18.1%，增势平稳；第二产业增长
3.2%，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3.4%；第三产业，教育、卫生、文
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务领域投资增长 10.1%。

分地域看，2016 年中西部地区完成投资 15676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增速引领全国，投资比重有所提
高。其中，西部地区完成投资 154054 亿元，增长 12.2%，
增速比上年加快 3.2 个百分点；2016 年，东部地区完成投
资 249665 亿元，增长 9.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1.9%，
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中趋稳

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提质的运行特征，充分地反映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稳增长的政策效应正在持续释放。但当前投资运行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如新动能虽然

发展势头良好，但在投资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传统产业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投资回暖是否具有

持续性等，这些问题仍需重点关注

经济运行稳中求进 动能转化成效显著

1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6 年度经济数据。《经济日报》邀请相关专家就工业经济运行、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市场变化、物价变化等领域数

据作了解读。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逐渐

累积，发展质量和效益正在提高，表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增强，下行压力正在逐步缓解。不过，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稳中

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