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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於 2009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在北京舉

行。此項會議的目的是要檢討該年經濟工作執行的成效，並為下一年的經濟政

策提出具體的方向。該項會議揭示 2010 年中共經濟政策仍將繼續實行積極的

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

益；堅持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協調發展，並將改善民生和擴大內需相統一，把

增加居民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這些決定似乎明確指出中國大陸經濟長期

存在的缺失而提出的解決方向和政策。但是如何在「調結構、重民生」的長期

政策與「擴內需、保增長」的短期要求間取得平衡，將是中共經濟政策執行所

面臨的重大考驗。 

壹、擴大內需政策的成效及其影響 

為因應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鉅大衝擊，2009 年中共採取積極的財政政

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而政策的重點則強調「擴內需、

保增長、調結構、重民生」。自 2008 年 11 月初中共便採取一系列振興經濟的

方案以期刺激大陸經濟景氣促進經濟增長，最引人關注的便是推出兩年內 4 萬

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一攬子計畫。從 2008 年第四季中央建設資金陸續投

注，迄 2009 年 11 月中央投資已經下發 4 批，共計 3,800 億元人民幣，而財政

部代理發行的 2,000億元人民幣地方債也全部發行完畢。 

2009 年 1 月 14 日中共公布汽車和鋼鐵兩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方案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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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公布裝備製造、紡織、船舶、電子信息、輕工業、石化、有色金屬、物流

等產業振興規劃方案，至 2 月 25 日，國務院所圈定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

劃已全部提出。 

除此之外，2009 年年初以來中共亦陸續提出一系列「擴內需、保增長」

的政策措施，包括 1 月 1 日起實行增值稅轉型，減輕企業負擔 1,200 億元人民

幣。隨後又陸續推出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摩托車下鄉等刺激農村需求的措

施。下半年，中共又推出汽車、家電等以舊換新、小排量汽車購置稅減半徵收

等補貼措施，以及有關保障房建設，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及加快社會保障網建

設等，這些政策措施確實推動內需消費的增長，有效彌補外需的不足，對大陸

經濟增長帶來相當的貢獻。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 年前三季大陸經濟較 2008 年同期

增長 7.7%，其中第一季和第二季分別為 6.1%和 7.9%，而第三季則達 8.9%。

據目前初步估測，第四季的經濟增長率將可達 10%，全年經濟增長率將在 9%

左右，經濟情勢呈現 V型反轉，回穩回升的情況顯然較原先預期更好。 

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工業生產表現最為突出。若依季度工業生產增長

速度來看，2009 年第一季為 5.1%、第二季為 9.1%、第三季更高達 12.4%。其

中 8、9、10三個月分別增長 12.3%、13.9%和 16.1%，11月份更達 19.2%。 

在工業生產增長加速的同時，大陸經濟國內需求的增長也加快。2009 年

前三季，大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33.4%，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 33.3%，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3.6%，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15.1%，主要得益於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帶動住房支出增加、以及汽車銷售增

長。 

由於國際經濟景氣低迷，歐美市場需求萎縮，使中國大陸對外貿易呈現下

滑趨勢。2009 年前 10 個月，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累計進出口總值 17,554.9 億美

元，比 2008 年同期下降 19.9%。其中，出口值 9,573.6 億美元，下降 20.5%；

進口值 7,981.3 億美元，下降 19%，累計貿易順差 1,592.3 億美元，減少

27.2%。 

國際金融危機對大陸實體經濟的直接和間接衝擊，明顯地反映在就業形勢

上，而如何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亦是 2009 年中共經濟調控的重點。據

中共的統計，2009 年 1 至 9 月，大陸城鎮新增就業 851 萬人，完成全年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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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目標的 94%，城鎮登記失業率 4.3%，預計全年城鎮新增就業將可超過一千

一百萬人，與 2008年持平。 

貳、當前大陸經濟運行的動源和特點 

在大陸經濟增長顯現回升的態勢之中，究竟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量為何？

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估算，2009 年前三季，投

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在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構成中，投資對

GDP 增長率的貢獻為 7.3%，最終消費貢獻 4.0%，而淨出口拖累 GDP 增幅

3.6%，這與上半年分別貢獻 6.2、3.8 和負 2.9 個百分點相比，投資、消費、出

口之三頭馬車的不平衡有增無減。投資仍然是當前大陸經濟增長最主要推動力

量，其中，政府為振興經濟而採行的擴大內需計畫是今年大陸經濟的增長動力

所在。 

至於投資的重點則是投放到經濟發展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和民生相關的領

域。主要為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以及基礎設施。

2009 年前三季大陸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除了前已述及農村的固定資產投

資增長 33.6%外，在地區分布方面，東部地區投資增長 28.1%、中部地區增長

38.3%、西部地區增長 38.9%。中西部地區投資增幅高於全大陸的平均增速。

在產業分布上，前三季第一產業投資增長 54.8%，第二產業投資增長 26.9%，

第三產業投資增長 38.1%。至於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不包括電力）則增長

52.6%，其中鐵路運輸業增長 87.5%，道路運輸業增長 50.7%，衛生、社會保

障和社會福利業增長 72.9%。 

儘管中共在固定資產投資亦期望兼顧「保增長」和「調結構」兩個目標，

但是當前的固定資產投資仍以政府投資為先導，而政府投資大多為國有大型甚

至壟斷性企業獲得，使得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而民營經

濟和中小企業是能為大陸經濟帶來活力和解決就業的主要源頭所在，卻難以發

揮作用，形成經濟運行中難以突破的盲點。 

在 2009 年前三季大陸經濟運行中另一受到關注的焦點便在於居民消費價

格指數（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的走勢。從 2008 年第三季以來

大陸經濟運行中 CPI 逐步下降，2009 年 2 月以來一直呈現負值；同一時期 PPI

亦呈現相同的趨勢。2009 年 9 月 CPI 同比下降 0.8%，降幅較 8 月收窄 0.4 個

百分點，而 10 月 CPI 下降 0.5%，降幅更較 9 月收窄 0.3 個百分點。同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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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2009 年 9 月中國大陸 PPI 同比下降 7%，降幅較 8 月縮小 0.9 個百分點，

而 10 月的 PPI 則下降 5.8%，較 9 月份收窄 1.2 個百分點。2009 年前三季，

CPI 同比累計下降 1.1%，PPI 累計下降 6.5%，但是 CPI 自從 7 月環比持平之

後，8 月、9 月都出現環比上漲，而 PPI 亦大致呈現相同的走勢。一般估測，

CPI 可能在 12 月轉正，或接近零。這主要是因為大宗商品價格在第四季和今

（2010）年年初會繼續保持回升趨勢，將帶動下游商品價格上揚，進而為大陸

經濟未來的走向增添難以預測的變數。 

參、近期大陸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和展望 

儘管由 2009 年下半年中國大陸經濟走勢看來，普遍對大陸經濟未來走向

持著樂觀的預期，一般估測，2010 年大陸經濟增長率將為「坐八望十」的區

間，並聲稱大陸經濟「正在進入又一個快增長階段」，而 2009 年 12 月初召開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將採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外，2010 年的經濟政策

仍將著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穩定。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所

存在的問題，這些振興經濟方案固然對拉動相關產業的投資和消費，對實現

「保增長」的目標發揮相當的作用，但是卻也使大陸經濟存在如下的問題： 

首先，中國大陸經濟所存在一些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老問題，並未在此次

產業調整中「振興」，卻顯得更加惡化，如鋼鐵產業，目前鋼鐵產能過剩達億

噸，而被寄予厚望的太陽能和風電設備等新能源產業，竟然也出現產能過剩的

問題。 

其次，在中共積極推動十大產業調整規劃方案的同時，中國大陸各地掀起

將地區經濟發展提升到國家層級的區域發展規劃熱潮，這些區域發展規劃包括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2009 年 1 月提出），

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

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福建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等區域振興規劃，使

各地區間盲目攀比，基礎建設投資規模超過財政實力、財政「信貸化」嚴重，

加大金融風險，並且在「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目標下，使原定「調結構」

的產業調整方案成為虛幻。 

再次，有關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民

生」政策是 2009 年中共財政支出的重點，然而，在推動民生和社會保障領域

的建設仍必須在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並積極解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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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上學難、住房難」的民生改革力度，才能為經濟社會轉型奠定基礎，因

此，短期間中共在民生領域的投注仍難以發揮明顯的成效。 

除此之外，國內外經濟環境卻也存在諸多難以預測的因素和變數，近期內

將影響大陸經濟的走向： 

第一，大陸經濟體制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未改變，使經濟結構的調整

面臨困難。在擴大內需，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一些技術比較先進的行業

和領域，經常出現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原有的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

行業的淘汰工作，受到各地方政府「保增長」的認知而延遲。此外，造船、化

工、平板玻璃、大豆壓榨等行業也明顯出現產能過剩，而太陽能、風能等新興

產業也存在重複建設傾向，以致「調結構」面臨嚴重的挑戰。 

第二，2009 年第三季大陸 CPI 和 PPI 環比呈現持續增長，同比卻仍然下

降，這似乎隱含大陸經濟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基本認知，從而認為應可繼續採取

寬鬆的貨幣政策，然而 2008 年年底以來 4 萬億財政刺激和將近 10 萬億以上新

增信貸投放導致經濟可能強勢反彈，從而刺激更多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

場，將引發通貨膨脹的預期；另一方面，一旦大陸經濟重回高增長的勢頭，由

於經濟體制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將再度引發產能普遍過剩以及資產價格暴

漲，加劇資產泡沫化，影響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 

第三，國際經濟形勢對大陸經濟的影響仍不明確。儘管國際經濟形勢回

暖，美國股市有從金融危機走出的跡象，整體經濟似乎逐步踏上復甦之路，而

大陸經濟出口下滑的形勢也有所好轉，但是短期間出口仍將成為大陸經濟進一

步向上的主要拖累。此外，由於 2009 年美元相對於歐元等其他貨幣呈現較大

幅度貶值，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針對大陸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再加上國際能

源和原物料價格預期將會上漲。在這些不可預測的外在經濟環境下，即使

2009 年第四季出口下滑幅度收窄甚至出現正增長，預計今（2010）年全年大

陸出口貿易仍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