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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新动能快
速成长，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
断提升，供需关系稳步改善，实体经
济运行平稳，效益明显提高，为国民
经济稳中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多项指标显示实体
经济运行平稳

今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主要
指标明显好于预期。9月份，我国
制造业PMI为52.4%，连续两个月
上升，达到2012年5月份以来的最
高点；1月份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7%，增速
同比加快0.7个百分点；工业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10.3%，增速同比
加快10.2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6.1%，增速同比加快4.1个
百分点；全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15.3%，上年同期下降6.2%。新华
社近日发布的“挖掘机指数”显示，
6月份，大挖掘机的平均开工时间
达到 113.4 小时，同比增长 28%。
大挖掘机主要用于采矿业，开工率
上升反映出基础原材料的市场需求
呈现明显增长。
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效益

持续改善。1月份至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6%，增速同比加快13.2个百分
点。从行业看，在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39 个行业利润同比增
加，比上年同期多6个行业；从利
润率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为6.13%，同比提高0.45个百分点，重返
“6”时代；从减亏看，亏损企业数量同比下降3.3%，扭转
了上年同期亏损企业增加的局面。从近3年看，2015年，
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2.3%；2016 年，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8.5%；今年1月份至8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再比2016年全
年加快13.1个百分点。3年里，工业利润实现了由降转升、
增长提速的跨越式转折。

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得益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大力推进

去产能缓解了产能过剩矛盾，改善了供求关系。在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各地区运用市场化、法治
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严控新增产能，加快低端落后产能出
清，以钢铁、煤炭为重点的去产能取得明显成效，产品价格有
所回升。1月份至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4%。企业面临的困境
明显缓解，效益得到较大提升。1月份至8月份，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利润同比增长9.6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
润增长1.1倍。降成本减少了企业支出，扩展了盈利空间。
随着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工业企业成本费
用有所减少。1月份至8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
中的成本为85.68元，同比减少0.12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
中的费用为7.28元，同比减少0.29元。去杠杆取得成效，降
低了企业经营风险。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55.7%，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61%，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得益于新动能快速成长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经济发展新动能日益
壮大，新增长点不断涌现。新市场主体大量增加。1月份至8
月份，全国新登记企业399万户，同比增长12%，日均新登记
企业1.64万户。1月份至8月份，全国近万家新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投产，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4%，对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为9.5%；小微企业活力增强。二季度，规模以下
小微工业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近两年最高点，产品订货量增
加，生产经营有所改善；新经济快速增长。上半年，工业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3.9个百分点。1月份至8月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
长63%，民用无人机增长107.8%，城市轨道车辆增长34.9%，
新能源汽车增长25.4%，SUV、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太阳能
电池、光电子器件等新兴工业产品均保持快速增长。

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得益于政府不断创新
和改善宏观调控

今年以来，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放管服”改革，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创造体制机制保
障；通过减税降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三去一降一
补”，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通过实施“中国
制造2025”，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通过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打造发展的新引擎。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实
体经济增长结构不断优化。1月份至8月份，全国高技术制
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6.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4.7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平稳运行，不仅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劲和持续

性，也为整体经济稳中向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期，国内外
多家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行在最新《东亚太
平洋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6.5%上
调到6.7%，花旗银行将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值从
6.6%上调到6.8%，渣打银行预计中国经济实现2010年以来
首次加速增长，表明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信心
不断增强。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新理
念把握引领新常态，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改革，
国民经济必将沿着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益改善的轨道行
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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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10月12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介绍了前三季度
中央企业运行情况。据介绍，前三季度，
央企收入、利润持续保持双快增长，运行
质量稳步改善，布局结构持续优化，稳中
向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更
加明显，效益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协
调性继续巩固。

工业企业效益大幅回升

央企生产经营持续稳中向好，前三
季度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
最好水平。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央企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4%，
增长基础不断夯实；实现利润总额
11104.8亿元，同比增长18.4%，延续了
去年四季度以来持续增长态势，效益创
历史最好水平。三季度央企效益增速逐
月加快，分别为16.4%、17.3%、18.4%，
向好趋势更加明显。
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表示，

央企发挥自身技术、品牌、管理等优势，
抓住市场向好、需求升级和经济发展重
大战略加快实施的有利时机，加大市场
开拓力度，及时调整优化经营策略，努力

拓展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份额；同时，坚持
深化对标考核，强化内部管理，大力开展
降本节支、挖潜增效，持续保持规模效益
双快增长发展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季度，中央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3%，工业企
业增收额对央企整体收入增量的贡献达
75.3%；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24%，增利额占央企利润增量比重为
64%。“实体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特别是工业企业、大型企业发挥了较好
的支撑作用。”沈莹表示，央企的盈利基
础更加趋于稳固。从普遍性看，央企多
数企业效益都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6
家企业前三季度效益增速超过10%，31
家企业效益增速超过20%。从行业看，
随着工业领域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产
能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企业效益
大幅回升，为央企效益增长发挥了重要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发力供给侧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央企取得的成绩，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密不可分。在
坚决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方面，
央企发挥了表率作用。
钢铁煤炭去产能进展顺利。提前完

成今年钢铁去产能595万吨目标，已完
成煤炭去产能2388万吨，已累计重组煤
炭产能1亿吨；“僵尸企业”处置平稳进

行。央企用1年多时间完成了571户“僵
尸企业”、特困企业处置和治理主体任
务。今年上半年，81家央企所属2041户
“僵尸”子企业和特困子企业整体效益状
况明显好转；“压减”工作成效明显。央企
已累计减少法人单位6395户，减少比例
达12.3%；历史遗留问题加快解决。国有
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任务总体过
半，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取得初步成效。
重点困难企业集团改革脱困取得积极成
效，同比减亏增利122.3亿元。
“前进的动能更加强劲。”沈莹表示，

结构性矛盾逐步得到化解，推动了央企
一些资源向高效、高端、优势企业集中，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投资结构看，
央企正按照中央指明的布局结构调整方
向加大工作力度，前三季度，电网、装备
制造、通信、交通运输等战略性和支柱性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煤
炭、钢铁、火电等产能过剩行业央企固定
资产投资下降33.5%、19.3%和21%。

资产负债率稳中有降

数据显示，央企运行质量逐步提高，
成本费用管控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回报
与效益增长匹配度更好。前三季度，央
企净利润增幅高于利润总额增幅2.5个
百分点，扭转了去年同期净利润大幅低
于利润总额增幅的局面。与此同时，资
产负债率稳中有降。9月末，央企平均

资产负债率继续稳定在66.5%，比年初
下降0.2个百分点，石油石化、冶金、航
空、商贸、军工等行业带息负债规模同比
下降。
“中央企业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多数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稳健状态。”沈莹表
示，国资委高度重视央企的杠杆管理，特
别是债务风险控制。要抓住当前稳中向
好、企业效益好转的有利时机，积极稳妥
推动央企降杠杆、减负债——
推动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将通过持

续开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使企业经营
效益进一步提升，继续保持央企自去年
四季度以来经济效益持续提升的态势，
增强企业资本积累能力。
推动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要用好

资本市场、用好存量资金，通过各种方式
组合现有资源，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例。
充实企业资本规模。积极开展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试点，探索多渠道的补充
国有资本的机制。同时，积极开展市场
化债转股，探索创新市场化债转股模式。
管控企业债务风险。继续完善债务

风险的管控机制，要从负债规模、负债率
“双管控”的角度对企业投资、资金使用
开支等方面加强管理，对企业的债券风
险进行摸底清查。
“通过上述措施，中央企业的资产结

构和债务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改善和优
化，杠杆控制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沈
莹表示。

前三季度收入、利润增速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

央企盈利基础更实动能更强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本报北京10月12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
路”大数据中心编著的《“一带一路”大数
据报告（2017）》12日在京发布。
据介绍，这是继2016年“一带一

路”大数据报告首次发布后，国家信息
中心再次运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评估“一
带一路”建设进展与成效的综合性年度

报告。本次大数据报告首次推出了“一
带一路”八大指数，实现了对“一带一
路”建设全方位、更精准的评估。
报告显示，今年“一带一路”国别

合作度指数较去年有所提升，合作成效
进一步显现，其中，俄罗斯、巴基斯
坦、哈萨克斯坦、泰国、越南位列
前五。
从省市参与度指数看，省市参与水

平继续提高且省份之间差距不断缩小，
广东、福建、上海、浙江、山东分列
前五。
从国别贸易合作度指数看，随着我

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
高，未来贸易增长的潜力巨大，特别是
与周边国家贸易合作愈加紧密。
此外，课题组还从省市外贸竞争

力、企业影响力、智库影响力、媒体关

注度及信息化发展等指标对“一带一
路”建设成效进行了综合评估。
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热情高涨，综合影响力逐渐提
升，特别是民企的影响力开始显现，但
中西部地区企业仍相对较少；制造、建
筑、金融类企业影响力相对较大，互联
网IT类企业异军突起。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调推
进组组长、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
晓理表示，信息是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决策依据，也是国际交往中与
相关国家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
作的重要基础。

2017“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发布
我国企业参与热情高涨，民企影响力开始显现

本报北京10月12日讯 记者冯其
予从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获悉：过去5
年，我国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外资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提升。数据显示，外资
企业数量不到全国企业总数的3%，创造
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和1/5的财政收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
定，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2%的大背
景之下，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了 86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
2013年到2016年，全国累计新增外商
投资企业10.1万家，实际引进外资5217
亿美元。我国引进外资已连续25年位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数据显示，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不

断提高。外资更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外资占比达
到19.1%，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

2016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7.5个百分
点；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43.7%，纳税
占18.3%，外资企业数量不到全国企业
总数的3%，创造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和

1/5的财政收入。
在介绍对外投资情况时，高峰表示，

过去5年，我国“走出去”规模扩大、企业
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国际布
局加快。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

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6年
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3万亿美
元，境外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2012
年到2016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累计约7100亿美元，年均增长9%。

本报北京10月12日讯 记者冯其
予从商务部获悉：今年1月至8月，我国
服务进出口总额30561.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9.8%。其中，新兴服务领域进
出口和离岸服务外包保持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1月至8月，我国服务出

口9266.9亿元，增长4.4%；进口21295
亿元，增长12.2%，逆差12028.1亿元。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从前8

个月整体情况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新兴服务领域进出口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前8个月达到9270.5亿元，增长
10.6%。其中出口 4582.3 亿元，增长
8.5%，新兴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达到
49.5%，比2012年提高13个百分点。
离岸服务外包保持较快增长。1月

至8月，完成离岸服务外包2799.9亿
元，增长7.5%，占新兴服务出口的比

重达71.2%。
传统服务领域平稳增长。前8个

月，传统服务进出口21059.4亿元，增长
9.4%。旅行继续保持我国服务进出口
第一大领域，增长7%。
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1月至8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逆差12028.1亿元，同
比扩大19.1%，主要集中于旅行、运输等
传统服务领域。

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9.8%

10月12日，江西新余

市渝水区罗坊镇惠民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正在

装箱蜜桔。近日，该合作

社2300亩蜜桔陆续成熟，

每天分批采摘30万斤出

口印度尼西亚、越南、泰

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国际市场。

据了解，江西新余市

14.6万亩蜜桔今年迎来

丰收，已投产9万亩总产

量达15.6万吨，总产值超

4亿元。 赵春亮摄

引进外资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

外企对我国国民经济贡献提升

蜜桔出口
富 农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