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韩春雷 美编/冉林鑫19财富

大盘风云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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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0 日发布数据，
2014 年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636463亿元，首次突破60
万亿。2014 年全年 GDP 增幅为
7.4%，创24年新低。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63646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7.4%。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
长 7.4%，二季度增长 7.5%，三

季 度 增 长 7.3% ， 四 季 度 增 长
7.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8332亿元，比上年增长4.1%；第
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
元，增长8.1%。

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1.5%。

（据新华社）

■经济增速继续下台阶？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
长王军分析说，由于房地产市场调
整和制造业淘汰过剩产能仍在进行
中，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预计未来几个
季度经济增速将在7％左右。

“今年经济增速还会略有下
降，预计略高于7％并进入本轮经
济下行阶段的触底位置。”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预计今年一、二季度GDP增速将
进一步走低，但三、四季度可能会
开始上升。

■房地产调整格局仍将持续？
多年来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在2014
年开始降温。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
为，今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其他下
游相关行业影响的外溢效应比去年
更明显。

他用“调整”与“分化”来描
述当前房地产市场格局：一方面房
地产市场库存仍居高位，市场预期
发生了根本逆转，周期性调整仍将
持续；另一方面，不同规模的房地
产商之间、不同地区城市之间市场
形势出现分化，小型企业遇到的困
难大于大中型企业，三四线城市需

求回落要甚于一线城市。
“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

比去年相对温和，今年可能成为房
地产‘筑底’的年份。”张立群表
示。

■全面通缩言过其实吗？国家
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增长2％，工业生产者价格指

数（PPI）连续34个月负增长。较
低的物价水平，使得百姓得到了实
惠，但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是
否会出现全面通缩的担心。

“尽管2015年出现CPI整体为
负的概率比较小，但还是要防止低
水平通胀带来的整体市场信心不足
和市场预期的全面回调。”刘元春
说。

■降息降准势在必行？张立群
表示，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
景下，宏观调控不能延续传统思
维，尤其是财政政策不宜过度刺
激，避免走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
剩的老路，而货币政策要把握好

“中性”的度，既不约束市场合理
的需求，也不扩大金融杠杆和风
险。 （据新华社）

解码国家年报 四问中国经济走势

纳税信用企业
可享受出口退税优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记者
20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部
门将从2015年3月1日起实施出口
退（免）税分类管理，这意味着纳
税信用企业可享受出口退税优先。

根据税务总局发布的《出口退
（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3月1
日起，将按照出口退（免）税企业
的资产状况、纳税信用等级、内部
风险控制等将企业分四类实施差别
化管理，对纳税遵从度高、信誉好
的一类企业简化管理手续，退税审
批时间将缩短至2个工作日以内。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有关
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出口退税管理
实行无差别化管理，企业无论信誉
好坏、规模大小、经营时间长短，
都“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退税占比较大的信誉高、税法遵从
度高的出口企业的退税进度，而审
核无风险和低风险的退税也耗费了
大量人力精力。

新办法将出口退（免）税企业
分为四类，每个类别都须符合一定
条件。比如一类出口企业需要符合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出口退（免）税
风险控制体系、未发生过违反出口
退（免）相关规定的情形等条件。

2014 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
11329亿元，增长7.7％。2015年，
税务总局除出台该办法以外，还将
通过下放行政审批等举措，有效促
进外贸出口便利化，将退税时间缩
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

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李万甫
说，实施分类管理后，改变了过去
无差别化管理“一人生病、众人吃
药”的弊端，总体上提高了出口退
税进度，有利于提升税务部门管理
效率，进一步规范出口退（免）税
管理、优化出口退税服务。

“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
运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
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
量提升、民生改善四大态势。

——增长平稳。马建堂说，中
国经济增长7.4％，城镇新增就业
132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这
四个指标配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
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结构优化。马建堂介绍，
从产业结构看，去年服务业比重继
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由工业
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2014 年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1％，快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

业，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到48.2％，
这是衡量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

——质量提升。马建堂说，一
方面，2014年我国全社会劳动生
产率达到72313元／人，比上年提
高7％；另一方面，单位GDP能耗
下降 4.8％。原因正是服务业成
长，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成长较快，而能耗
较高的重化工业在减速。

——民生改善。马建堂介绍，
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元，名义增长10.1％，扣除
物价实际增长8％，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9.2％。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
电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
日说，最近一些学者和媒体依据
2011年以来开展的购买力平价
（PPP） 比较成果，认为中国
GDP根据PPP方法计算已经超过
美国。“对于这个说法，国家统
计局是不认同的。”

马建堂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说，联合国委托世界银
行从2011年起开展了新一轮的
购买力平价的比较工作，中国国
家统计局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他说，购买力平价，简单地
说，就是一个篮子装了很多服务
和商品，购买这一篮子的不同的
货币是等价值的，购买这同一篮

子的商品和货品花了100美金、
600人民币、1万日元，这三种
等值的货币的比例就是购买力平
价。但难点在于，一个篮子里的
复合商品并不总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的消费篮子里装的消费品，
食品主要是馒头和大米，欧洲的
可能装的更多的是面包，篮子的
商品做不到完全一致。

马建堂说，由于各种原因，我
们认为这一轮的购买力平价可能对
中国的物价水平有所低估，对中国
GDP的总量有所高估，所以我们不
认可这个数据。我们清醒地认识
到，尽管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中
国有13亿人口，人均水平还很
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7.4％背后

经济运行四大态势
国家统计局：

不认同中国GDP超过美国

深圳重拳打击欠薪
69人因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被拘

据新华社深圳1月20日电记者
20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该局2014年向公安机关移
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06 宗，公安机关共立案侦查 93
宗，刑拘69人。

据介绍，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案件主要发生在私营企业和
台港澳独资（法人独资）企业，分
别 占 所 移 送 案 件 的 79.24％ 和
7.54％。按行业类型来说，主要出现
在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
上，分别占所移送案件的73.58％、
18.86％、5.66％。另外，以直接逃
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居多，
占所移送案件的90.56％。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林淡平表
示，从2012年起，深圳市人力资源
保障局与市公安局建立了打击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联动长效机
制。2014年，深圳市10个部门建立
了联席会议制度，并于11月中旬开
始的百日专项行动中依法查办了一
批涉嫌以逃匿、逃而不匿方法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并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其中1人因犯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被判刑。

周二两市低开，沪指低开震荡
走高，振幅近 3%，最高上探
3190.24点冲击3200关口；深成指
低开高走大涨近300点，振幅近3；
创业板高开高走大涨逾70点站上
1700整数关口，再创历史新高。沪
深两市成交7100亿，近百股涨停。

盘面上看，医疗器械、国产软
件、移动支付、网络安全、计算机应
用、次新股、物联网、食品安全、在
线教育、交运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
券商、保险、银行等板块下跌。

截至收盘，沪指报 3173.05
点，涨56.70点，涨幅1.82%，成

交4162.95亿；深成指报10996.48
点，涨225.55点，涨幅2.09%，成
交 2937.73 亿；创业板报 1700.85
点，涨70.79点，涨幅4.34%，成
交576.14亿；i100指数报4047.44
点，涨1.84%。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市场有继

续探底动能，但持续大幅下跌的可
能性有限。

巨丰投顾认为，政策以及资金
双刺激延续，随着打新资金集中释
放，短期暴跌后指数继续反弹可
期，后期再创新高应该只是时间问
题。 （据新浪财经）

去年中国GDP首超60万亿
增幅7.4%创24年新低

昨日沪指探底回升涨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