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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经济增速下行以来
的首次回升

初步核算，我国2017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为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季度看，四
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 6.9%、6.9%、
6.8%、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65468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
加值334623亿元，增长6.1%；第三产
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增长8.0%。

这是自2011年经济增速下行
以来的首次回升。

跑赢GDP增速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597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
比上年加快 1.0 个百分点。2017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 1300
万。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
城镇。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36396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3%。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我国全
年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
加481万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
3485元，比上年增长6.4%。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2017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68750

亿元，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
加快12.5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实现
较大幅度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36%，比上
年同期提高0.54个百分点。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我国2017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6%，增速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3.4%和11.3%，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
98.1%，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扭转连续两年下降局面
我国 2017 年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27.79 万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4.2%，一举扭转此前连续两年下降
的局面。各类型企业进出口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增长15.3%，对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
的贡献率最高，达到41.3%，外贸的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总体风险可控
2017年整年，全国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43581亿元；截至年末，全国
地方债余额为164706亿元，控制在
全国人大批准的 188174.3 亿元限
额之内。2018年，有大约1.72万亿

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需
要进行置换。

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下一
步，要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理和预
算管理，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
伐，同时坚持“堵后门、开前门”。

规模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2017年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同比
增长27.8%；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规模创历
史新高。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吸
收外资同比增长61.7%。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
示：“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
量，创造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四分
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五
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促进国内实
体经济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PPI结束5年下降态势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

2017年上涨1.6%，涨幅较上年回落
0.4个百分点，我国物价相对比较稳
定。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4%，这是
自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

是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影
响。非食品价格上涨2.3%，涨幅比
上年扩大0.9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上涨6.3%，结束了自2012
年以来连续5年的下降态势。

二三线城市环比微涨
国家统计局的12月份70个大中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北
京、南京、无锡、杭州、合肥、福州、郑
州、深圳和成都等9个城市的新商品
房价格已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从
环比看，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比11月份下降。

规模将保持平衡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

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399亿
美元，较 2017 年初上升 1294 亿美
元，升幅为4.3%。数据显示，12月
末，外汇储备规模较 11 月末上升
207亿美元，连续第11个月出现回
升。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
规模将保持平衡稳定。

依旧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终消

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8%，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7个百分点，消
费依旧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0大权威数据
看中国经济“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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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增速、1.6%的通胀、超过1300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18日公布的2017年中国经济“年报”，向世界亮出一份稳中向好、
好于预期的成绩单。

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总量不仅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更在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上蹄疾步
稳，为经济注入中长期发展动力。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新气质，成为过去五年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最新注脚，也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

先来看10大重要经济数据，一起感受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新气质。

2017年中国经济“年报”公布：

结束了自2011年开始的增速下行态势

GDP比上年增长
首破80万亿元大关

亚马逊2017跨境网购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跨境网购的三大特征和趋势包括：

2017年亚马逊Prime为中国会员累计节省运费超5亿元

亚马逊海外购
跨步迈入3.0时代2018 年 1 月 16 日，北京——

亚马逊中国发布2017跨境网购趋
势报告。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
跨境网购消费呈现三大特征和趋
势，分别为：品质成为跨境网购核
心标配、个性消费成为跨境网购
新亮点、会员经济成跨境网购全
新增长点。该报告基于对亚马逊
海外购海量销售数据以及消费者
行为调查的深度解析，为跨境网
购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
鉴。

2017 年，亚马逊海外购业务
持续拓展、高速发展，已跨步迈入
3.0时代。海外购商店全面对接亚
马逊海外四大站点，近半年海外
购国际品牌数量由8 万增长至21
万。与此同时，Prime会员服务已
成为亚马逊海外购飞速发展的驱
动力之一。亚马逊 Prime 会员服
务在中国推出仅一年多，已为中
国Prime会员累计节省运费超过5
亿元。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顾凡表
示：“亚马逊持续推进国际品牌战
略，通过打造行业独一无二的跨
境直邮模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了逾千万海外正品。此外，亚马
逊Prime会员服务持续升级，在跨
境免邮服务基础上，支持跨境免
邮 Prime 商品数量较发布时增长
了近4倍，并在一年间陆续推出了
会员专享价格、7×24小时尊享客
服，以及北京与上海城区的Prime
会员跨境包裹最快 3 天可达等多
重会员专属福利。Prime 会员服
务正在有效带动业务发展，刺激
交易额与交易频次的提升，增强
用户粘性，不断推动‘飞轮效应’
的正向加速。2018 年，我们将充
分把握会员经济大势，推出更多
举措丰富中国Prime会员权益，持
续引领中国跨境网购的发展。”

会员经济
成跨境网购新增长点

亚马逊Prime会员服务已成为全球
会员经济探索与发展的先驱，不断创造
会员经济的新奇迹。亚马逊全球数据显
示，2017年，Prime会员服务为全球会
员共配送超过50亿件包裹，亚马逊全球
Prime新增付费会员数量也达到历史新
高。亚马逊Prime会员服务在中国推出
后，对于亚马逊中国整体业务，特别是海
外购业务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2017
年中国Prime会员日当天，亚马逊海外
购订单总量全面超过2016年“黑色星
期五”当日，且亚马逊中国和亚马逊海
外购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均实现近300%
的增长。

数据显示，Prime会员服务落地中国
后，全国所有省份的海外购销售额均实
现增长。其中，增速最快的前十大省区
市分别为：西藏、浙江、上海、北京、江苏、
贵州、四川、青海、湖北和河北。此外，
Prime会员在平均交易额、购买频次、跨
品类购买等方面均显著高于非会员，且
Prime 会员对于“黑色星期五”等跨境
购物节点更为敏感。Prime 会员服务
的独特价值使其备受中国跨境网购消
费者的青睐，2017 年底进行的亚马逊
Prime用户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九成的
接受调查的消费者表示愿意向亲戚或
朋友推荐Prime，近八成的Prime会员表
示愿意续费。

除了以上显著特征，2017跨境网购
数据还为我们清晰刻画出了典型的亚马
逊Prime会员画像，即主体为80、90后，
高收入、高学历、理性而成熟、追求高品
质生活的人群，这与亚马逊海外购用户
的整体状况相吻合。从跨境网购消费能
力来看，亚马逊Prime会员跨境消费排名
前十的省市分别为：北京、广东、上海、江
苏、浙江、四川、山东、湖北、福建和辽
宁。从地域分布来看，Prime助推跨境网
购在全国的渗透率不断扩大，亚马逊
Prime注册会员海外购订单覆盖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380多个市，最南至海南
三亚市，最北达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最
西为新疆喀什地区，最东延伸至黑龙江
双鸭山市，几乎覆盖了全中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凭借亚马逊全球资源，目前亚马
逊海外购商店已成功完成与亚马逊
美国、英国、日本与德国四大站点的
对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逾1600万
纯正海外选品。消费者在跨境网购
时对商品的多样性有强烈追求，不仅
仅局限于爆款和标品。面对海量选
品，消费者的选择非常多样化，长尾
选品的销售增长明显。例如在过去
一年，亚马逊海外购中园艺类商品的
销量增长近3倍。此外，消费者也不

再局限于选择单一色系的商品；色彩
丰富的产品成为消费新宠，如拥有七
种色彩的Lodge洛极珐琅铸铁锅等
颇受消费者的欢迎。除此之外，轻奢
品牌大行其道，在亚马逊海外购中，
50个大众耳熟能详的轻奢品牌年销
售均实现显著增长，其中 BOSS
Orange 增长了 13 倍，而 Brooks
Brothers 布 克 兄 弟 和 Michael
Kors 迈克·科尔斯均增长了4倍左
右。

品质
成为跨境网购核心标配

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消费者
的品牌意识和品质观念日趋成熟。亚马
逊海外购数据显示，在海外购搜索前50
个关键词中，84%为品牌名称，这意味着
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和品质观念已经相对
成熟。与此同时，2017年亚马逊消费者
调研显示，逾八成消费者选择海外购的
首要原因是商品品质有保障。可见，品
质已经逐渐成为跨境电商最基本的发展
基础与要素。

个性消费
成为跨境网购新趋势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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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预期“成绩单”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关键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号1
跃上新台阶：GDP首破80万亿元

6.9%——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7年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速，结束了自2011年开始的增速
下行态势。这一转折，加上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
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保持
住中高速增长，波动更加平滑，走势更加稳健。

而在5年前，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产能过剩
等一系列矛盾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界关于中
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等悲观预测层出不穷。

中国经济“超预期”，来源于我国对经济运行的高
超驾驭和战略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统领全国上下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巨轮穿过迷雾、破浪前行。

信号2
展现新活力：经济结构更优效益更好

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认为，
2017年中国经济表现亮眼，不仅经济增速明显好于
预期，而且在居民收入增长、生态环境改善、处置过剩
产能等方面均取得进展和突破。

这些亮眼的数据折射中国经济的新气象：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从“互联网+”到共享

经济，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
蓬勃发展。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0%，机器人、新能源汽
车的产量增长超过50%。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
动力，2017年，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于
资本形成总额26.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此前两年持续低迷的
外贸，2017年实现了14.2%的强势增长，进口和出口更
加平衡；全年利用外资规模超87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
史新高，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

——民生获得感增强。时隔一年，城乡居民收入
增幅再度“跑赢”GDP增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6%，物价涨幅温和；12月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

信号3
迈向高质量：2018年夯实稳中向好势头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三大定位的背
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无疑是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
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
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李伟说。他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增速将略有放缓，但市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
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
资下行压力；消费升级态势不减，消费整体增速预计
将稳定在10%左右；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
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了8项重点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透露，2018年要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从总量性去产能转向结构性优产能为主，加快推动

“僵尸企业”出清，加大力度治理“红顶中介”。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