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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翼

大海不惧风浪。面对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

幻，中国经济表现出了韧性好、潜力足、活力强

的状态，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国家统计局 5 月 15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4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中

有进态势持续。“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更加稳固，发展空间持续拓展，应对外部挑战

的能力不断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有

坚实的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在 15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应对外部挑战能力不断提升
“中国经济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

表现会怎样？去年以来的经济表现大家都有

目共睹。”刘爱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数据无声，却最有说服力。2018 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6%，位居世界前

五大经济体之首。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增

长 6.4%，增速连续 17 个季度运行在 6.4%~
7.0%区间，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韧性明显增

强。就业充分、物价温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

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刘爱华用 9
个字进行了概括：

要要要韧性好遥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建

设，中国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比

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这是日益巩固的物质基

础。从劳动力及人才储备上来看，我国目前拥

有将近 9 亿的劳动年龄人口，其中 1.7 亿是

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

物质基础加上人才基础，为经济持续平稳健

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 2015 年底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了供给领域的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

变革，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不

断的动力。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生

产需求总体平稳，就业物价形势稳定，经济结

构继续优化，市场信心持续改善。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平稳，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

要要要潜力足遥 目前我国人口规模接近 14
亿，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

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消费

潜力很大。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近几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

保持在 60%、70%的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 2019 年重点

任务。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环境改善、产

品质量提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加快实施，

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投资在促进产业升

级、补齐发展短板方面，也仍然具有很大潜

力。

要要要活力强遥近几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简

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企业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感受到这种变化，企业的生

产积极性、对未来的预期、创业的热情就会不

断提高。最新数据显示，1 至 4 月份，全国新

登记企业日均达到 1.86 万户，说明企业创业

创新的积极性比较高。从分经济类型的数据

来看，1 至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的私营企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比去年同期加快了

2.4 个百分点；从预期来看，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已经连续两个月处于景气扩张区

间，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就更高一些，说明

企业对未来市场整体是看好的。

2.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今年年初，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委托德

勤中国对论坛会员进行了“亚太企业投资信

心晴雨表”调查。日前，正式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大多数企业家表示在未来一年将增加

对中国投资，这反映出亚太企业家们对中国

经济的信心。

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们普遍认为，技术创

新会带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营商环境的改

善和消费市场的升级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的市场。中

国不单单是制造大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以

及巨大的产能，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手机、

电脑等的消费市场。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4 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 9.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在商品结构持续升级，机电、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增长的同时，国内经济运行平稳，

也带动进口增速回升。1 至 4 月，我国进口增

速较一季度提高 2.6个百分点。原油、成品油

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分别增长

8.9%、8.8%和 16.4%。原油、铁矿砂、天然气等

十大类大宗商品合计进口 1.1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4%，拉动进口增速 2.3 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尽

管一些国际组织下调了对全球贸易增长的预

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

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我国外贸总体稳中有

进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实现减税降费将达

到约 2 万亿元，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市场预

期持续改善。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连续三个月位于 56%以上的比较高的景气区

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保持较高的

景气度，连续 4 个月位于 54%以上，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更高，持续保持在 60%以上。

“在宏观基本面保持平稳的情况下，不管

是从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动力、生产经营的

活力，还是对未来生产经营的预期等方面来

讲，微观主体的活力都在增强。”刘爱华告诉

记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

是宏观政策空间仍然较大。目前通胀水平较

低，财政赤字率也较低，外汇储备比较充足，

宏观政策操作的空间还比较大，政策工具比

较丰富、比较充足。总体上看，宏观政策的空

间大是未来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

3.以变应变探寻创新发展之路
5 月 15 日上午，在北京百万庄，一场以

“变局与应变之策———中国装备制造业探寻

创新发展之路”为主题的高端智库论坛举行。

“面对纷繁复杂的发展环境，我们更要积极探

寻变局与应变之策。”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司

长范斌在现场发言时强调。

装备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前

新一代产业技术快速融入，深刻改变了装备

制造业现有的生产、组织模式和上下游关系，

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从高速度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逆全球化思

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的大背景下，尤其是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我国

装备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过程

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范斌指出。

我国装备制造业如何在贸易保护与产业

变革的全球背景下选择发展策略？如何探寻

领先企业带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超越

之路？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寻求创新政策作用

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由工信智库联

盟指导、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主办的“百万庄

论坛：2019 年工信智库联盟系列活动暨机工

智库发布会”切中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

“热点”和“痛点”。 咱下转 P2暂

中国经济
应对外部冲击
能力不断增强
■ 王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 5 月 1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4 月份中国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面对经贸摩擦等外部风险，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更加稳固，发展

空间持续拓展，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不断提

升。

最近，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举行之际，美国宣布将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

使中美经贸磋商进程遭到严重挫折。对此，中

方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 5 月 13 日发布公告，决定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元清

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

别实施 25%、20%或 10%加征关税。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引发了市场担忧。有

人担心，这将会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甚至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对此，刘爱

华回应称，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经济运行的一

些详细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

不断增强，不仅韧性好、潜力足、活力强，而且

宏观政策的操作空间还比较大，经济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有坚实基础。

去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但即使如

此，2018 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 6.6%的增

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从今年的

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同样表现出韧性好、潜力

足、活力强的状态。从“三驾马车”的表现来

看，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也在不断

增强。刘爱华说，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这样

的特征仍然会持续下去，因为不管是从短期

还是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积极因素都没

有改变。

刘爱华指出，中国经济已拥有比较完备

的产业体系、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比较

充分的人才储备，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有

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国还拥有规模最大、最

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且消费升级的态

势越来越明显，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再

者，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

实施，企业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的

活力强劲。

刘爱华还强调，中国经济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优势———宏观政策空间比较大。目前，

全国通胀水平、财政赤字率都比较低，外汇储

备比较充足，相应的宏观政策工具比较丰富，

这是未来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

9个字，为中国经济精准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