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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继续领跑 新经济不断壮大

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
升，消费需求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新
动能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增长质量不
断提高。

一，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增速比上年有所
加快。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
元，比上年增加83537亿元,折合美元相当于
2016年世界排名第14位的澳大利亚GDP总
量规模（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提高0.2个百分
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5468亿元，比上
年增长3.9%，提高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
加值334623亿元，比上年增长6.1%，回落0.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比上
年增长8.0%，提高0.3个百分点。

二，三次产业结构持续调整，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

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分别为 7.9%、40.5%和 51.6%。与上年相比，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
重提高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与上年持
平。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7年三
次 产 业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4.9% 、36.3% 和
58.8%，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4 个、
2.5个和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 22.5 个百分点，比上
年提高1.3个百分点。

三，外需贡献率由负转正，消费仍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7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58.8%，比上年下降7.7个百分点；资本
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比上
年下降 11.0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9.1%，比上年提高 18.7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力明显提升，但最终消费支出仍是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2017年，货物和服务
净出口贡献率大幅回升的原因，一是我国外
贸形势总体较好。在全球经济温和复苏，我
国经济稳中向好，“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外贸稳增长效应显现的大环境下，2017年我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2%，扭转了
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二是价格因素影响。
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现同比上
涨态势，带动我国货物进口价格指数上升至
109.4% ， 大 于 货 物 出 口 价 格 指 数 的
103.9%，所以剔除价格因素后，不变价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为正增长，且增速比上年大幅
提高。

四，企业效益继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同时工业品价格大

幅回升，企业效益明显好于上年。2017年，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4%，提高0.4个百

分点。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21.9%，比上年同期提高
12.5个百分点。

在第三产业中，受工业生产增长加快等因
素影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了较快
增长，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9.0%，提高 2.4 个百分点。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较快，企业效
益显著提高。全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6.0%，提高7.9个
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1.3%。

五，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新动能成为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等新兴行业保持较高增长，新动能成为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工业新旧动能持
续转换，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11.0%，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4%，分别高于整个规
模以上工业4.4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新
动能聚积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1月份至11
月份，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5.1%，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收同
比增长18.0%，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收增速1.2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结构持续优化 质效稳步提升
董礼华

2017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1.6%，涨幅比2016年回落0.4个百分点；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由 2016 年下降 1.4%，
转为上涨6.3%，结束了2012年以来连续5年
的下降态势。总体上看，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
涨，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持续恢复性上涨，但涨势趋稳。

一，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幅比2016
年有所回落。

全年CPI同比呈现不对称“V”形走势。1
月份，因“春节错月”影响，CPI同比上涨2.5%，
为全年高点；2月份节日因素消退，迅速回落
至0.8%，为全年低点；3月份后各月份在0.9%
至1.9%之间波动上涨。全年1.6%的平均涨幅
低于 2016 年，延续了 2012 年以来涨幅低于
3%的态势，属温和上涨。

食品价格下降是CPI涨幅回落的主要原
因。2017年，食品价格下降1.4%，是2003年
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影响 CPI 下降约 0.29 个

百分点。食品价格较低既有鲜活食品价格周
期性波动的原因，也有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
响，上年对比基数相对较高也是原因之一。猪
肉价格全年持续低位变动。在1月份同比上
涨 7.1%后，连续 11 个月同比下降，最低降幅
达16.7%，全年下降8.8%。鲜菜价格受天气影
响变化明显。2017 年整体气候条件较为适
宜，鲜菜供应比较充足，价格下降8.1%。鸡蛋
价格全年波动较大。上半年鸡蛋价格下降较
多，同比降幅最大达17.1%。猪肉、鲜菜和鸡
蛋三项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49 个百分点，
是食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扩大。2017 年，非
食品价格上涨 2.3%，影响 CPI 上涨约 1.85 个
百分点，涨幅比 2016 年扩大 0.9 个百分点。
分月份来看，同比涨幅在 2.0%-2.5%之间微
幅变动，呈平稳上涨态势。在非食品中，服务
价格近年来连续稳定上涨。2017年服务价格
上涨3.0%，影响CPI上涨约1.10个百分点。

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恢复性上
涨，涨势趋于稳定。

全年PPI同比走势呈“M”形。2017 年年
初，受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产品
价格上涨，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PPI同
比涨幅较高，2月份上涨7.8%，为全年涨幅高点；
3月份之后，受重点行业价格回落影响，PPI涨幅
回落，5月份至7月份连续3个月保持5.5%的涨
幅；8月份之后，PPI涨幅有所扩大，但未超过2
月份；4季度，钢材、水泥和化工产品价格涨势明
显，但随着上年涨价翘尾因素逐渐消失，PPI涨
幅再次回落，12月份上涨4.9%，为全年最低。

PPI 走势具有一定恢复性上涨特征。
2016年9月份之后，PPI同比连续上涨，从宏
观层面看，一是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稳中向好的影响；
二是受世界经济整体回暖、大宗产品价格回升
影响。从技术层面看，也是因为前期下跌较
多，价格自身出现恢复性上涨。经测算，2017

年 12 月份，工业品整体价格已大体回升至
2013 年5月份的水平，但仍比2011 年9月份
的高点低约4.2%。2017年,价格涨幅较大的
行业多为前些年跌幅较深的行业。例如，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2016年下跌16.4%，2017年
上涨29.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016年下跌
1.7%，2017年上涨28.2%。

生产资料价格波动较大，生活资料价格走
势平稳。2017 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8.3%，
影响PPI上涨约6.13个百分点，是推动PPI上
涨的主要因素。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7%，影
响PPI上涨约0.17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
涨幅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生活资料多为面向
消费市场的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从近年价格
水平看，2017年生产资料价格仍比2012年低
约5.8%；生活资料价格比2012年高约0.5%，
基本呈微涨态势。

多数工业行业价格涨势温和。2017 年，
在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中，价格上涨的有34
个。其中，8 个涨幅超过 10%，7 个涨幅居于
3%至 10%之间，19 个涨幅低于 3%。从具体
行业看，装备制造相关行业价格涨幅平稳，主
要是因为科技进步、产品升级更新等因素消化
了部分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
赵茂宏

2017 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
深化，经济效益持续提高，新动能加快成长，服
务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推动我国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一，服务业稳定较快增长，在经济发展中
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增强。

2017 年，服务业增加值 427032 亿元，占
全国 GDP 比重为 51.6%；服务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8.0%，比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
加值增速分别高出1.1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
点，已连续5年在三次产业中领跑；服务业增
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第二
产业高出22.5个百分点；拉动全国GDP增长
4.0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5个百分点。

服务业整体规模持续扩大。2017 年，第
三产业新登记企业 479.4 万户，同比增长
7.5%。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75040 亿
元，比上年增长9.5%。2017年1月份至11月
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2%。

二，服务业新动能加快成长，推动服务业
经济结构升级。

2017 年，服务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驱动
新动能发展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三大门类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8%，高于第

三产业增加值增速7.8个百分点，拉动第三产
业增长2.3个百分点。

新动能的加快成长极大地推动了服务业
产业结构升级。2017年，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为代表的现代新兴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
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的贡献逐季增强，
四个季度对总指数的累计贡献分别为34.4%、
36.6%、38.3%和40.2%,拉动服务业增长分别
为2.8个、3.0个、3.2个和3.3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经营效益显著改善，利润率提高。
服务业生产经营效益摆脱了近年来低迷

状况。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21618.0亿元，同比增
长30.4%，比上年同期提高28.2个百分点。

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营业利润率达到14.3%，比上年同期提
高1.8个百分点。

四，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准不断提升，已在
一些领域世界领先。

服务业产品引领中国创造。2017年三季
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理移动支付业务97.22
亿笔，金额49.2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7%
和 39.4%。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超过 1
亿，摩拜单车被评为“2017 年改变世界的 50
家公司”之一。

中国服务业技术、标准在多领域位于世界
先进水平。2017年8月份，中国“墨子号”量子
卫星成功实现国际上首次千公里级的星地双
向量子通信，量子通信技术已跻身全球领先地
位。华为公司开发的全球首个端到端5G预商
用系统，荣获“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

五，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
化，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房
地产业去库存效果明显，2017年12月末商品
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5.3%，降幅比上年同期
扩大12.1个百分点。服务业企业降成本初显
成效，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比上年同期下
降1元，每百元营业收入的财务费用比上年同
期下降7.0%。

服务业领域改革措施助推经济向高质量
发展。一是金融业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变
革，服务业经济新动能获得金融支持力度明显
加大。二是交通运输业的改革推动了全社会
交通物流成本下降。三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农
业等传统行业进一步融合，促进了传统行业生
产经营效率提高。

六，服务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更加充分和更高质
量的就业。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2%，增速高
于第二产业5.0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企
业新增就业人数的91.8%，高于第二产业83.6
个百分点。

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
产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加了人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2017年，我国人均出游次数达到3.7次，
比上年明显增加；全国建设各类体育场地2万
余个，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提高到
41.3%；城市院线观影人次达到 16.2 亿，比上
年增长18.1%；远程医疗覆盖1.3万家医疗机
构和所有国家级贫困县。

七，服务业未来发展预期乐观。
据 2017 年四季度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的问卷调查，企业对未来经营预期普遍较
为乐观，四季度经营预期指数达到 61.5%，
比上年同期和三季度明显提高。2018 年服
务业仍将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
势。一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继续创新和完
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深化，营商环
境的进一步优化等都将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
费水平升级，消费对服务业增长的刚性作用
将进一步显现。三是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
强，为服务业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提供有力
支撑。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蓬勃发展，将继续带动和引领中国经济较快
增长。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司长）

新动能加快成长 新业态蓬勃发展
许剑毅

2017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绿
色发展各项措施有效实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不断深
化，能源清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能源供应总
体平稳，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优化，节能降耗取
得新成效。

一，清洁能源快速发展，能源进口继续较
快增长。

能源生产总体稳中有升。原煤恢复性增
长，原油降幅收窄，天然气增长较快，发电量平
稳增长。具体来看：原煤生产受上年去产能政

策基数较低，以及当年先进产能释放等影响呈
恢复性增长，全年产量34.5亿吨，比上年增长
3.2%，上年为下降9.4%；原油生产受国际市场
原油价格低位运行、缓慢回升等影响，产量持
续下降，全年生产1.9亿吨，下降4.0%，降幅收
窄 2.9 个百分点；天然气供需两旺，“煤改气”

“油改气”和环保政策的落实推进使天然气消
费需求持续攀升，全年产量1474.2亿立方米，
增长8.5%，加快6.3个百分点；受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工业用电回
暖，以及夏季高温等影响，电力需求增长较快，
全年发电62758.2亿千瓦时，增长5.7%，加快

1.2个百分点，其中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比重较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能源进口继续较快增长。其中，原煤增长
放缓，原油稳定增长，天然气高速增长。具体
来看：原煤进口2.7亿吨，比上年增长6.1%，增
速回落 19.1 个百分点；原油进口 4.2 亿吨，增
长 10.1%，回落 3.5 个百分点；天然气进口
6857万吨，增长26.9%，加快4.9个百分点。

二，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优化，节能降耗取
得新成效。

随着能源消费革命不断深化，国家治理大
气环境、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等措施的进一步落

实，我国用能方式不断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不
断提高，非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作用不断增
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成效进一步显现，能源
消费结构明显优化，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

单位产品能耗多数下降。经初步统计，
2017 年 39 项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生
产综合能耗指标中八成多较上年下降。其中，
合成氨生产单耗下降1.5%，吨钢综合能耗下
降0.9%，粗铜生产单耗下降4.9%。

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优化。经初步核算，
2017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约
2.9%。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
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约1.5个百
分点，煤炭所占比重下降约1.7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经初步核算，
2017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约 3.7%，顺
利完成全年下降3.4%的目标任务。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副司长）

清洁能源发展快 节能降耗有成效
王益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