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怎样？如何进一步降低企业成

本？“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新成果？针对中国经济热

点问题，在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进行了回应。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安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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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内在稳定
性有效提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

国家发改委 16日发布的多个数据也印

证了这一态势。

在用电量方面，4月份，全国全社会

用电延续一季度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

长 7.8%，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

分点。1 至 4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较去年

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

在物价方面，4 月份 CPI 环比下跌

0.2%，同比上涨 1.8%，1至 4月份平均同

比上涨2.1%。4月份PPI环比下跌0.2%，

同比上涨3.4%，1至4月份平均同比上涨

3.6%，多数行业出厂价格环比走势平稳。

“总的来看，当前价格总水平平稳运

行，上下游价格走势趋于协调，重要工业

品、农产品价格保持相对稳定，这与我国

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是相适应的，反

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供求关系趋于改善，经济运行内在的稳

定性有效提升。同时，也为继续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积极主动推动改

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孟玮说。

进一步降低物流和
电价成本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7 年，社

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 14.6%，

连续 5年下降；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降

至 14.5%，但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8%至

9%和新兴经济体11%至13%的水平。

“这既与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口、产业

空间布局有一定关系，也反映出我国物

流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孟玮说。

她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

相关部门研究提出一批新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推动降低物流企业经营成本。5
月 1 日起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率已降至

10%。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协调推动其

他政策措施出台，为物流业降本增效和

创新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此外，在电价方面，孟玮介绍，5月1
日起，国家发改委再次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涉及降价金额约216亿元，可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2.16分。

已有不少西方跨国公
司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孟玮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始终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以企

业为主体和市场化运作，欢迎世界各国

参与。目前，已有不少西方跨国公司参

与其中。

针对“一带一路”有关建设项目信息

公开问题，孟玮说，“一带一路”共建的项

目主要是商业项目，是企业的市场行为，

采取何种运作模式，以及如何公布项目

前期信息，是由项目业主单位来决定的，

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但是政府会建议

企业尽可能公布项目前期信息，同时也

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所获知的有关项目信

息。

“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

的强买强卖。共建‘一带一路’的市场很

大，足以容得下各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参

与其中，共同把‘一带一路’蛋糕做得更

大，使全世界人民共同受益。”她说。

去年 5月，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形成了

一系列成果清单。孟玮介绍，一年来，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有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政策和规划对接方面，中国已与

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3份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去年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一共形成了 279 项成果清

单，目前已经有255项转为常态化工作，

24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在重大项目方面，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已突破8000列，通达欧洲14个国家和

42个城市。

在贸易与产能投资合作方面，中国

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

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700亿美元。在

沿线国家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

计投资 270多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

在金融服务领域合作方面，丝路基

金已签约 19 个项目，承诺投资 70 亿美

元，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到 800亿美

元。

在人文交流方面，发起成立了“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倡议，同 60多

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一带一

路”框架下，双向旅游交流的规模超过

250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

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4月

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一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持续扩大，

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回落，环比涨幅

有所扩大。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

调控原则下，3月份以来多城密集加码调

控措施。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
比齐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份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59个，与上

个月比少1个。1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低于去年同期，福建泉州则持平。

从同比涨幅来看，深圳已连续 8个月

同比下跌，北京、无锡、郑州、合肥、杭州、

南京、福州等7个热点城市房价连续7个月

下跌，上海连续4个月下跌，广州则自2015

年8月以来首现下跌。北上广深四大一线

城市新房价格齐现下降。

数据同时显示，深圳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 2.2%的同比降幅连续 8 个月领跌全

国，哈尔滨则以 12%的同比涨幅领涨全

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解读称，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持续扩

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亦现回落。15 个热点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保持稳

定。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虽整体比上月有所回落，但值得注意的

是，哈尔滨、北海、大连、昆明、沈阳、西安、

贵阳、乌鲁木齐和南充 9个二三线城市的

新房价格同比涨幅仍超10%。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今年

以来，西安、郑州、长沙等二线城市发布人

才落户新政，落户门槛降低导致当地导入

大量人口，致使城市刚需群体扩大，购房

需求拉动了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在

供给端，二季度以来高价楼盘预售证发放

节奏明显加快，亦带动了住宅价格的整体

上涨。三线城市则主要来自棚改货币化

安置的驱动，购房需求集中释放。

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
涨幅扩大

从环比来看，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

势头更为明显。

4 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增

加 3个至 58个，下跌城市数量则依然为 10
个。其中，最高涨幅为辽宁丹东的 2.0%，

海口和三亚同以 1.9%的涨幅位列其后，另

有西安等 12个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超过

1%；安徽安庆则以环比降幅 0.3%领跌全

国。

刘建伟指出，4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

大，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

线城市一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比上月

扩大。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则环

比分别为持平和略降。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不动产室主任王

业强认为，从数据来看，在严控之下，一线

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已被有效遏制。部分

三四线城市由于购房政策仍相对宽松，房

价环比出现一些波动。

多城密集加码调控，
“房住不炒”定位持续强化

近期，住建部先后约谈了今年以来房

价波动的10多个重点城市，要求坚持房地

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落

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因城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四

部门日前还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违规

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要求防止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热点城市首套房房贷利率继续上浮，

武汉、杭州、西安等二线城市宣布购房“摇

号”政策……3月以来，多城密集加码调控

政策。

据中原地产统计，今年全国两会后，

已有大连、昆明、杭州、长沙、武汉、深圳、

西安、广州、成都、南京和丹东等20多个城

市发布楼市调控新政策，海南更是全域限

购。

从目前各地已出台的调控政策看，因

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征明显，措施也更加

多元。如广州提高了外地户籍购房者的

公积金贷款门槛，海南省则推出“5 年限

售+5年社保+70%首付”的政策组合，广东

东莞规定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一经备

案不得上调；丹东和哈尔滨等城市则宣布

实施限售政策……

王业强认为，2017年调控政策主要集

中在热点城市，2018年以来出台的调控政

策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热点城市的调

控政策则持续加码。这是各地落实中央

“房住不炒”的定位，积极发挥地方政府调

控主体责任的表现。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李婕

5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用这样

三个关键词来概括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运行平稳”“活力增强”“效益提升”。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4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0%，增

速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加

快 0.5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154358 亿元，同比增长 7.0%，其中，

民间投资95449亿元，增长8.4%，制造业投

资增长 4.8%，比 1-3 月份加快 1.0 个百分

点；进出口总额 23582 亿元，同比增长

7.2%，上月为下降 2.5%。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本报记

者说：“总体来看，4月国民经济保持了健

康稳定的状况。”

企业效益改善，市场预期良好。1-3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15533亿元，同比增长 11.6%；4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 98.9%，比上

年同月提高 0.8个百分点。同时，4月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4%，已经连续 21个

月处于荣枯线以上，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

数为 58.4%，持续处于景气区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成效继续显现。一季度，规模

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5%，比上年同

期提高0.7个百分点，产能利用率提升。

活力主要体现在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

作用进一步增强。从新主体来看，4月日

均新登记的企业再创新高，超过2万户；从

新消费业态来看，1-4月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32.4%，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业态

保持较快增长；从新产品来看，1-4月新能

源汽车同比增长达到113%，工业机器人同

比增长超30%。更突出的则表现在新兴产

业上。1-4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11.9%，装备制造业增长 9.2%，都快于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6.9%的增速。现代服务

业包括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

也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比

较快的增长。在投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

和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均增长 7.9%，比制

造业投资快3.1个百分点，同时互联网等领

域的投资也在增加。刘向东认为，投资结

构的优化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新

兴产业投资增速更快，这说明扩大内需和

结构调整是在同步进行的，也说明新动能

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在不断增强。

刘爱华表示，“不管是从基本面，也就

是宏观和微观层面来说，还是从中长期来

看，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有条件

保持目前的这种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供需关

系不断改善。从微观层面看，各类主体的

收入都在增加，市场信心也在不断增加。3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112.3%，处在近

年来的高位。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高铁、高

速公路覆盖密度全球第一，产业配套也比

较齐全，居民储蓄率处于比较高位，经济发

展的综合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当前的宏

观面、微观面向好的态势也有利于进一步

激发中长期优势。“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

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继

续前进。”刘爱华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

“经济运行内在
稳定性有效提升”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四月份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运行平稳活力增强

多城加码楼市调控

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回落

□新华社记者 冯琦 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