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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高點回落至目前的7%左右。預計2015

年至2021年期間，新的經濟週期將趨於相對

穩定，GDP成長約介於5%至7%範圍內小幅波

動。多個國際研究機構預測中國大陸經濟成

長率（見表1），2016年約在6.6%~6.7%；

2017年經濟成長將降至6.2%~6.4%。

2016-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情勢
回顧與展望

劉孟俊／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研究員兼所長

多個國際機構預測， 2 01 7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將較 2 01 6年進一步降至

6.2%~6.4%，國內物價已有膨脹壓力，主要緣於國際能資源價格上揚與人民幣匯率貶

值。2017年中國大陸仍持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大規模企業減稅和基礎設施投資，結

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強化經濟體質。然而中國大陸貨幣政策的基調，已由「穩健」改為

「穩健中性」，貨幣供給可能偏緊，著重改善融資和信貸結構，以避免金融風險與資產泡

沫。此外，亦需持續留意「川普新政」下，中美的經貿磨擦。

回顧／總結中國大陸2016年的總體

經濟情勢

經
濟成長：從1970年起，中國大陸經濟

成長大約即以7年為一個循環週期。從

2007年開始的循環週期，經濟成長率已從14%

表1　2016-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

預測機構 2016年（與前次預測值比較） 2017年（與前次預測值比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6.6（0.1） 6.2（0.0）

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 6.7（0.2） 6.4（0.2）

環球透視機構（GI） 6.7（0.1）  6.4（0.1）

資料來源： 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6/10/4）；OECD《中期經濟展望》報告，（2016/11/28）；環球透視機構

（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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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年增率低於2%，低於官方目標

的3.5%，且創下五年來新低。2016年由於相

對強勁之消費需求、高企業融資成本與勞動

成本上升，其國內經濟成長加上國際大宗商

品價格下跌，但能源價格在9月下旬上漲，預

期2016年與2017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應屬溫

和。（見圖1）

圖1　中國大陸CPI、PPI變動率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較上年同期成長

截至2016年9月，持續54個月負成長的

中國大陸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PPI）整體已止跌回升。中國大陸產業

近年因產能過剩而陷入「債務-通縮」螺旋，

PPI同比下降代表著以鋼鐵業和煤炭業為中心

的製造業，面臨產能過剩問題仍待解決。然

而中國大陸PPI負成長情況在近期已逐漸改

善，使得實際利率上揚壓力稍獲紓緩，企業

利潤空間可望獲得改善。預期2017年PPI平均

為正數，但不超過2%。PPI轉正上揚主要來

自包括煤炭等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與人民幣貶

值；加上2017年全球原油價格預期上揚，對

CPI和PPI都有上行壓力。

貨幣政策方面，中國大陸自2014年第4季

的寬鬆貨幣政策已面臨改變，尤其顧慮部分

資金重新進入過剩產能產業，將不利於推動

供給側改革與風險管控。2016年第3季以後，

中國大陸消費內需和生產等方面轉強，央行

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將短期利率拉高，並指

導商業銀行降低貸款增幅，目的是防止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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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地產泡沫崩潰帶來金融風險，另外也

是防止資本外流導致人民幣進一步暴跌。

2016年12月M2成長率是11.3%，預期

2017年全年將進一步下降於11%~12%左右。

穩健中性貨幣政策促M2成長平穩，而M1與

M2成長率落差將持續收窄。另受美國聯準會

（Fed）升息等因素影響，預期2017年中國大

陸同業拆款利率和債券市場名目利率水準可

能會比2016年稍高。（見圖2）

圖2　中國大陸貨幣供給量成長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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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大陸貨幣政策的基調是「穩

健」，12月14~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決定將2017年貨幣政策改為「穩健中

性」，意味持續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

融風險外，面對各個政策目標對貨幣政策不

同需求的衝突，而以「中性」角色回應，或

預期貨幣供給略微轉緊。另，中國大陸將繼

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和完善風險管

理。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

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

準上的基本穩定，並按照加強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要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財政政策方面，2016年中國大陸GDP

成長目標維持在6.5%~7%；通膨目標設於

3%，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供充足的空間，

2017年將「加大力度」。目前中國大陸2016

年財政赤字2.18兆元人民幣，赤字率（財政

赤字占GDP之比重）從2015年的2.3%提高到

3.0%。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支持基礎建設投

資，支援行政改革和稅務改革，以降低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稅務負擔。預期2017

年會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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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營」（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上調赤字率，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進

一步平穩經濟。亦即中國大陸將繼續以大規

模企業減稅和基礎設施投資等財政政策拉動

經濟，預算安排將對應於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

中國大陸經濟穩定面臨挑戰

一、 以「消費」政策提升經濟動能，有

「防範風險」內涵

當前中國大陸內需依然成長乏力，而

財政與貨幣政策空間縮小且效果明顯減弱。

加上投資的邊際效率明顯降低，經濟與金融

風險正累積中，「防範風險」成為突出的任

務。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

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

補短板）的「去產能」與「去庫存」任務更

加艱困，而「去槓桿」任務亦使經濟進入高

風險階段。

尤其為解決房地產泡沫和僵屍企業問

題，2017年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恐面臨更多的

掣肘。2016年基礎建設投資成長在前10個月

接近20%，其中，國企固定資產投資擴張達

22%。央行寬鬆貨幣，透過銀行體系貸放國

企進行基礎建設和房地產投資。IMF統計中國

大陸國內信貸總額，2015年成長高達23%，預

測2016年全年成長21%。2016年大量財政政策

僅維持L型成長，但2017年恐難以維繫。且憂

慮企業債務、資產泡沫等結構性問題惡化、

風險壓力更大。

進一步而言，2017年中國大陸為因應

風險擴大，需保持一定的經濟成長速度。在

「十八大」時，中國大陸已設定其經濟成

長的目標，是在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與GDP翻倍，因此估計2016~2020年的五年

內，GDP平均年成長率在6.6%以上，方能夠

達成倍增的目標。其關鍵在於提升其消費內

需動能，除可達到成長目標外，亦有降低倚

賴投資所衍生的債務金融風險。

然而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動力來源，仍

多倚靠投資為主。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居

民消費對GDP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實際數據觀察，2003年起，中國大陸居民消

費對GDP的比重持續落後於固定投資對GDP

的比重。這種落差未見縮小，反而有持續擴

大的趨勢。

二、 以「債轉股」恐有社會道德風險疑

慮

中國大陸未來幾年仍是償債高峰，但整

體償付壓力有增無減，成為維持經濟穩定的

挑戰。中國大陸「4萬億元」人民幣投資刺激

計畫後，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07年底的

148%，快速成長至2015年底的250%（債務總

額達到168.48兆元人民幣），高盛推估2019

年將超過400%。固然債務占GDP的比例與經

濟風險無法直接劃上關係，但仍應關注其債

務結構、償債能力與現金流動性。根據中國

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報告



30

January 2017

指出，2015年底中國大陸債務結構集中在企

業部門貸款，占GDP比重為152%，其次依序

為融資平台與家庭貸款，分別占GDP的比重

為56.8%與40%（見表2）。而企業部門債務

中，國企竟占比高達65%。

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特徵與歐美先進國

家不同，多以間接融資為主，即企業主要向

銀行貸款來融資，致使債務占GDP的比例自

然較高。為了施行「去槓桿」的策略目標，

對於有技術前景的行業和企業（以國有企業

為核心）可透過「債轉股」與「債轉債」的

手段，從負債端改善企業融資結構，補充資

金、降低企業槓桿率。此外，2016年10月初，

市場化「債轉股」政策正式推動，預期可以

減輕債務負擔。然而，此項政策本身也存在

較大的道德風險，不排除部分「債轉股」企

近來中國大陸央行為抑制金融槓桿，已

引導利率上揚，固然為壓抑房地產市場泡沫，

但也減緩資金外流。由於金融緊縮，企業債

利率持續上揚，企業卻無法發行新債，可以

預期企業將難以還債而發生多起違約事件。

業藉此逃避債務，但也拉高信用風險。

三、「國八條」降稅方案協助民間投資

中國大陸經濟走緩的另一原因在於民

間投資成長減緩，部份受到近年來工業品出

廠價格持續下滑，尤其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

的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一定程度影響投資誘

因。企業普遍感到土地、房租、稅費、人力

成本高，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普遍感

到融資難、融資貴，資金緊張。

為激勵民間投資，中國大陸於2016年8月

表2　2015年底中國大陸債務結構

兆元人民幣 與GDP比值（%）

GDP 67.66 100.0

　中央政府債務 10.66 15.8

　地方政府債務 16.00 23.6

　融資平台債務 11.68 17.4

政府部門小計 38.34 56.7

家庭 27.00 39.9

企業 103.14 152.4

總計 168.48 249.0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報告（2016/6/15）。



31

前瞻焦點

8日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

方案〉（簡稱「國八條」），從降低企業稅

費負擔、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8個方

面，推出30項措施助企業降成本。主要措施

包括：合理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效降低企

業融資、制度交易、人工、能源、土地及物

流等成本。中小企業可否因此受惠，有效促

使技術升級和轉型，需進一步觀察。

展望中國大陸2017年的經濟情勢發展

一、中國大陸經濟再平衡進入新常態

IMF指出，在金融動盪加劇的形勢下，

中國大陸經濟走緩必然減弱全球復甦動能。

目前中國大陸貿易成長速度明顯放緩，反映

其經濟正進行再平衡。部分重工業受產能過

剩問題進行重整，而房地產與商業投資仍在

放緩，關鍵是服務部門擴大產出能否實現官

方成長目標，以及促進經濟再平衡的需求。

基本上，中國大陸不可能長期以投資或

出口維持經濟高成長趨勢，比較「健康」的

模式是，適當保持中高速成長並轉以內需消

費驅動。中國大陸若能有效促使經濟轉型，

從製造業與投資驅動轉向服務業與消費驅

動，加速去化產能過剩，回升大宗商品市場

價格，將有助於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二、 關注中國大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

政策成效

中國大陸面臨擴張財政政策與平衡債務

的挑戰，以達到未來五年經濟年增6.5%的目

標，同時控制住估計已達經濟總量兩倍多的

債務規模，其能否成功的部分關鍵在於「三

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

9月13日，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了8月份

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等一系列宏觀經濟資料，從前8個月情況

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在部分產業順利

進行。去產能方面，原煤產量同比下降11%，

已是連5個月同比下降。但粗鋼產量卻同比增

加3%。去庫存方面，8月末工業企業產成品

存貨下降1.6%，已連五個月呈現負增長；房

地產庫存也連續幾個月下降。降成本方面，

1至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

務的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0.2元。至於補

短板方面，2016年1~5月，基礎設施投資成

長20%。其中，水利、環境治理和公共服務

業、資訊傳輸業投資增速在20%以上，尤其

去槓桿方面成效相對有限。

三、 因應不良貸款持續攀升，將側重管

控金融風險

近年以來，中國大陸銀行不良貸款持續

攀升，經濟成長趨緩壓力增加，金融風險也

在累積之中。主要隱憂為金融機構的不良放

款，截至2016年底，中國大陸金融體系將有

多達22%的不良資產。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

已有惡化趨勢，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斷將貸款

置換成債券，導致2015年銀行投資增加2.5兆

元人民幣，2016年增加超過6兆元人民幣。其

次，銀行越來越傾向於從銀行間市場購買理

財產品，用以增加利息收入，這反映在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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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與2016年2月份開展債轉股的影響浮現，

並持續發酵。

總體來說，中國大陸發生金融動盪及債

務危機的風險仍高，近來發生的錢荒是因其

資本外流，導致國內流通貨幣相對不足而引

發的金融危機。預期美國FOMC在12月中旬

升息後，人民銀行逆回購操作，對應人民幣

持續貶值，「錢荒」恐將進一步加劇。

四、關注海外併購與債務連動風險

2010年至2015年期間，陸企海外併購交

易規模年複合成長率達30.44%，高於全球的

12.53%，從2014 年開始，中國大陸已成為

資本淨流出國。波士頓諮詢公司2015年9月發

布《迎接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新時代》報告，

指出2014年中國企業就完成了154起海外併

購交易，交易金額高達261億美元。另，計算

自湯森路透資料，2010-15年期間，陸企海外

併購交易規模年複合成長率達30.44%，高於

全球的12.53%。2016上半年，陸企海外併購

占全球總額的20.7%位居首位，已超過德國

（18%）和美國（12%）。全球金融風暴與歐

債危機提供陸企低價收購海外企業的契機，

歐美國家成為陸企海外併購首選之地。先進

國家企業（特別是歐洲企業）的優勢技術、

平臺、品牌以及成熟的消費市場，是近期陸

企大舉收購的主要標的。

然而，陸企大舉海外併購後，已面臨達

成海外投資效益的挑戰。估計中國大陸的海

外併購交易完成率僅為67%，遠低於歐美、

日等先進國家的水準。由於陸企海外併購

後，整合規劃不足、執行不力，以及未能充

分把握和發揮整合效果。預期，中國大陸海

外投資併購金額與企業債務金額雙雙上升，

加上企業海外併購的失敗率偏高。因此陸企

海外併購後衍生的債務風險及對全球的衝擊

可能擴大，需持續關注。

五、中國大陸另需對應多元不確定事件

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將

防控金融風險與資產泡沫放在來年的政策重

點。這意味著，「防風險」將成為中國大陸

政策最為關心的核心問題。尤其若持續削減

過剩產能與國企改革等政策，勢必無法避免

失業帶來的社會穩定等衝擊。預期在2017年

秋季每5年召開一次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

國代表大會（「十九大」）之前，中國大陸

針對經濟改革的推動強度可能會稍為減弱。

最後，2017年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面臨

巨大的不穩定性。2017年1月20日，川普將

就任美下屆總統，其已揚言對中國大陸出口

美國產品施以高關稅，並控訴其為匯率操縱

國。川普將推動製造業回流政策，顯然亦不

利中國大陸製造業出口。中國大陸推動製造

業升級與美國重振製造業戰略，將加大中美

兩國的產業與產品結構重疊，預期中美雙方

相互競爭態勢與貿易磨擦日益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