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五日電】國家統
計局15日發布報告指出，2003年至2011年，
中國經濟年均實際增長10.7%，社會生產力和
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不僅遠高於同期世界經
濟 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於改革開放以來
9.9%的年均增速。報告特別強調，國際金融危
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率先回升，並依然保
持相當高的增速，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
重要引擎。

這篇名為《新世紀實現新跨越 新征程
譜寫新篇章》的報告指出，2003 年至 2011 年
，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為10.7%，不僅遠高於
同期世界經濟 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於改
革開放以來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實現
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在受國際金融危機衝
擊最嚴重的 2009 年，依然實現了 9.2%的增
速。

經濟總量佔全球10%
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新台階。2011 年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 47.2 萬億元
，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經濟
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2010 年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
來，中國經濟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
引擎。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由 2002 年
的 4.4%提高到 2011 年的 10%左右，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

在經濟總量穩步增長的同時，人均 GDP
也 快 速 增 加 。 2011 年 ， 中 國 人 均 GDP 達
35083 元，扣除價格因素，比 2002 年增長 1.4
倍，年均增長10.1%。按照平均匯率折算，中
國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
年的543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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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杭州15日消息︰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14-15日來到浙江杭州、湖州、嘉興等地，
調研經濟運行情況。期間他指出，當前我國
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些領域出現積
極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備不少有
利條件。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趨穩的
基礎還不牢固，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
時間。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五日消息：中國空軍第一批
殲擊機女飛行員日前駕駛中國自主研發的殲-10戰機順利完
成單飛，具備了獨立駕馭第三代戰機翱翔藍天的能力。

至此，中國空軍的第三代殲擊機機群出現巾幗英姿。
15 日清晨，戰鬥機的轟鳴劃破了華北某機場寧靜的天

空。這些戰鷹的駕馭者是一批年輕的 「80 後」姑娘。藍天
上，她們正獨自駕駛殲-10戰機，進行低空、超低空等多個
課目的訓練。

空軍2005年首次招收女殲擊機飛行學員，35名幸運兒
在 20 多萬名應屆高中生中脫穎而出。4 年後，她們中的 16
人正式編入作戰部隊。其中，何曉莉等5位姑娘跨上了夢寐
以求的殲-10戰機，其餘的分別駕駛殲轟機、武裝直升機、
運輸直升機等。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女飛行員人數最多的國家，自 1951
年空軍招收第一批女飛行員至今，先後有9批500多名女飛
行員在祖國的藍天上翱翔。

空軍女機師首次單飛殲-10

【本報訊】據新華社上海十五日消息︰作為
中國最大經濟中心城市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經濟
增速雖然不高，卻走出一條微微向上的曲線。最
新數據顯示，上海一季度經濟增速 7%，二季度
經濟增速 7.4%。在趨穩態勢已現的情況下，下
半年上海將圍繞政策突破，帶動金融、航運等高
端服務業加快發展。緊扣重點區域、重點項目，
千方百計抓落實、抓推進。

在經歷1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7%到8%對上
海而言只是可以接受的數字。不過，在增速放緩
的同時，上海的調結構工作持續推進：上半年，
在房地產業增加值同比下降 1.6%的情況下，上
海的第三產業增加值仍然同比增長10.3%，佔全
市生產總值比例提高到60.4%。

外需萎縮內需有把握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上海發展改革研究院

院長肖林認為，雖然下半年中國經濟仍然面臨外
需萎縮的困擾，但在內需上是有把握的。在消費
方面，制度變革的紅利有待進一步挖掘。比如，
包括上海在內的 28 個省區市，今年上半年人均
收入均跑贏CPI。其中上海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同
比增長12.5%，剔除價格因素後仍高於經濟7.2%

的增速。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今年上半年的消費增速

實際上有所回落，說明消費環境有待改善。一個
明顯的例證是，每年上海有百億元規模的消費流
失海外，這涉及到稅制和流通體制方面的一系列
改革。

在投資方面，上海提出不依賴投資，但並非
不要投資。投資也不全是上項目、搞硬件，一些
民生保障類、產業升級類的軟投資是必要的。

利用外資逆勢而上
另一方面，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的統計顯示，

今年上半年，上海共新批外商投資項目 1681 個
，吸收合同外資 112.63 億美元，實際到位外資
73.74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合同外資和實
到外資分別增長 15.8%和 22.6%，與同期全國新
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
均下降，形成強烈對比。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
究所所長助理、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趙蓓文分析
說，這是由於上海連接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具有
配置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優勢，而上海利用外資
的品質和效益不斷提升，產業集約化的程度亦有
所提高。

滬二季度經濟增長擴大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寧十五日消息︰主要為東芝、三
洋代工的港資企業惠科電子（深圳）公司，15 日與廣西北
海市政府簽約，將其位於深圳的產業基地轉移到廣西北海，
斥資10億元人民幣建設惠科電子（北海）科技產業園。作
為廣西產業布局的重要區域，與東盟海陸相連的北部灣經濟
區日益成為港台資本加速投資布局的沃土。

根據15日簽署的合約，惠科電子集團與北海市政府合
作建設工業用地面積約20公頃的惠科電子（北海）科技產
業園，建成以研發、生產 800 萬台 15 吋及以上規格液晶顯
示器、液晶電視、平板電腦等光電顯示產品，以及多媒體機
箱、電源、手機等移動通訊、配套電子元器件、包材、五金
、精密注塑等行業的綜合性科技產業園，並於 2015 年前將
總部遷至廣西北部灣。惠科電子集團總裁王智勇表示，惠科
電子（北海）科技產業園的啟動，將帶動關鍵配套企業同時
入駐，形成 「集群規模」效應。

由南寧、北海、欽州、防城港及崇左、玉林 「4+2」城
市組成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近年來加快培育電子信息、石
油化工、能源、造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並進入快速發展時
期。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毗鄰粵港澳、面向東盟，以其區位及
資源等優勢，吸引眾多在中國東部投資興辦的港台企業產業
轉移於此。目前，廣西正在沿海地區加快推進欽州台灣農民
創業園、北海（台灣）電子產業園等一批重點產業園區建設
，港台企業亦先後搶灘多個領域。據廣西商務部門統計，今
年上半年，香港仍為廣西第一大外資來源地，港資佔廣西實
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6.29%。

中國經濟9年平均增10.7%

港企北部灣建科技園

推進穩定就業五大五大部署
強化政府責任，加強對就業工作的組織領導。

鼓勵企業穩定就業崗位，尤其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要給予特殊扶持。

做好重點群體的就業工作。要繼續把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擺在首位，同時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就業服務
工作。

為勞動者提供更加及時、便捷、有效的就業服務。

抓住缺工緩解的有利時機，大力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

溫家寶強調，越是在困難情況下，越要增強信心，
各級領導要有信心，廣大企業要有信心，整個社會要有
信心。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密切跟蹤分析形勢，及
時發現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並結合本地區、
本部門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我們有條件、有能力
，也一定能夠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企業迎難而上開拓市場
浙江是我國經濟大省，外向型經濟發達。2008 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溫家寶多次來這裡調研。儘管
今年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複雜嚴峻，浙江第二季度國內生
產總值仍同比增長8%，比一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經
濟運行正呈現出 「低開穩走向上」態勢。

調研期間，溫家寶來到網易公司、中控科技集團、
諾力機械公司、海信惠而浦電器公司、五芳齋公司和雅
瑩服裝公司等企業詳細了解生產經營情況，並在企業裡
召開3場座談會，與多個行業的幾十位企業負責人深入
交流。從實地調研和大家反映的情況看，當前企業發展
仍面臨很多困難和不小壓力，但也有不少亮點。許多企
業迎難而上，主動調整，千方百計開拓市場，不僅取得
良好效益，也提高了競爭力，有的行業已出現回暖跡象。

溫家寶說，我此行的目的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增
強信心，關注就業。

必須堅持就業優先戰略
調研期間，溫家寶詳細了解各企業招工、員工待遇

等情況。座談會上，他還專門聽取了浙江省和杭州市、
湖州市、嘉興市就業服務部門以及企業負責人關於就業
狀況的分析和建議。

溫家寶指出，企業要發展得好，既需要負責人經營
管理好，也需要廣大職工的辛勞付出。在經濟比較困難
的情況下，必須高度重視就業工作。要堅持就業優先的
戰略，扎實推進穩定就業的工作部署。一是強化政府責
任，加強對就業工作的組織領導。二是鼓勵企業穩定就
業崗位，尤其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要給予特殊
扶持。三是做好重點群體的就業工作。要繼續把促進高
校畢業生就業擺在首位，同時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就業服
務工作。四是為勞動者提供更加及時、便捷、有效的就
業服務。五是抓住缺工緩解的有利時機，大力開展職業
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調研經濟運行
情況時指出，今年以來，我們按照 「穩
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要求，為應
對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歐債危機帶來的
外需減少等不利影響，採取了一系列調
控措施。

一是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特別是
推進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並且將試
點範圍擴大到 10 個省市，實施一系列
減輕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措施。

二是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兩次調
低存貸款基準利率，並擴大利率特別是
貸款利率浮動區間，降低存款準備金
率。

三是在全國第二次較大規模支持企
業技術改造。中央財政投入268億元，
以貼息方式支持企業技改。

四是鼓勵民間投資。出台了 「新
36 條」的 42 個實施細則，目前民間投
資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提高到62%
，增長速度高於國有投資。

五是實施 「節能家電惠民工程」。
一方面擴大消費，一方面促進相關企業
生產。

六是加大關係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和農村危房
改造，啟動部分大城市地下管網改造和
給排水工程，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等
。這些措施已經並將繼續對促進經濟發
展、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和改善民
生發揮重要作用。

結構調整成效顯現
溫家寶指出，近幾個月，特別是7

月以來，經濟運行正在出現一些積極變
化。

一是投資、消費穩定增長，內需支撐作用進一步增
強。

二是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在緩慢回升。廣東
、浙江、江蘇三省7月份工業增速比上半年分別提高了
1.4、1.9和0.7個百分點。

三是勞動力市場總體平穩。1-7月城鎮新增就業人
數812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9萬人。

四是結構調整成效顯現。目前總的是輕工業比重工
業好，高新技術產業比傳統產業好，區域發展協調性也
在進一步增強，反映出結構調整正出現 「倒逼機制」的
效應。

五是物價漲幅繼續回落，貨幣政策運用空間增大。
7 月末，廣義貨幣 M2 同比增長 13.9%，比上月末加快
0.3個百分點，金融對經濟的支持作用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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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新台階
GDP

人均GDP

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

2011年47.2萬億元

2011年達35083元

2011年10%

比2002年增長1.5倍

比2002年增長1.4倍

2002年4.4%

▲15日，溫家寶總理在浙江考察經濟運行，圖為他在海信惠而浦電器公司生產車間，向企業負責人詳
細了解企業生產經營情況 新華社

▲溫家寶在浙江五芳齋公司與員工一起包糉子

▲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2003年至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實際
增長10.7%，遠高於國際水平 本報攝

▲上海經濟二季度增速7.4%，態勢趨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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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浙江行金句金句
我們有條件、有能力，也一定能夠實現今年經
濟社會發展目標。

我此行的目的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增強信心
，關注就業。

目前總的是輕工業比重工業好，高新技術產業
比傳統產業好，區域發展協調性也在進一步增
強。

在經濟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必須高度重視就業
工作。要堅持就業優先的戰略，扎實推進穩定
就業的工作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