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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特别是4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全面趋

弱态势，但就业形势表现良好，因而不必过于担忧经济增速适度减缓。 同时，我国

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展望二季度，我国

经济仍将延续减速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GDP增长7.5%左右，CPI上涨3.3%左右。

应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真正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大幅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一季度经济增速明显低于预期

2012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8.1%，增幅较上年四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

放慢0.7和1.6百分点，特别是剔除约1.2个百分点的闰年因素，一季度实际GDP同比

仅增长6.9%，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各方面事先的预期。 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重工业减速超过预期。 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外需大幅下

滑以及企业库存压力较大等因素，使得重工业减速明显。 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同比下降13.4%， 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18.7和19.7个百分

点；外贸出口同比增长6.9%，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13.4和20.5个百

分点。 尽管房地产降温和外需放缓在各方预料之中，但是降幅明显超过预期，因而

钢铁、通用设备、汽车、铁路设备制造以及电力等重工业增速均大幅放缓。 1-4月

份，重工业生产仅增长10.5%，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3.8和4.2个百

分点。

第二，第三产业减速超过预期。 房地产业降温不仅直接影响第三产业增长，而

且会带动一系列相关服务业减速，同时重工业增长放慢使得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增

速放缓。 1-4月份，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6.4%，增幅同比放缓10.1个百分点。 其中，铁

路运输业投资同比下跌43.6%， 增幅同比放缓70.5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增长

18.7%，增幅同比放缓15.6个百分点。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第三产业生产呈大幅减

速态势，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增长7.5%，增幅较上年四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

放缓1.2和1.6个百分点， 甚至低于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一季度7.9%的增

速，创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

第三，消费增长低于预期。 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在大家的预期之中，但是住

房、汽车等主要消费动力减弱，以及家电下乡政策到期等因素使得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明显低于预期。 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1.8%，增幅较上年

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23.9和25.1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

10.3%，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4.3和3.8个百分点。 同时，家电下乡政

策到期使得家电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到餐饮、

娱乐等消费。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消费增速明显低于预期，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名义增长14.7%， 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2.4和1.8个百分点，

同期实际增速分别放缓0.7和0.8个百分点。

二、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从当前经济运行来看，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调

整取得积极进展。

首先，区域结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各项经济指标表明，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逐步缩小。 一季度，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6.9%、16.0%、27.1%，分别比东部地区快8.0、2.1、8.2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14.5%、16.3%、26.9%，分别比东部地区快5.6、2.4、8.0个百分点。

其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好转。 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较快，而政府财政收入

和企业利润增速明显放缓，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关

系有所改善。 受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农产品价格高位运行、扶贫标准提高和新

农合新农保继续推进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2560元，实际增长12.7%，高于GDP增幅4.6个百分点，保持较快增速。受提

高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一

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实际增长9.8%，增幅同比提高2.7个百分

点。而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增长14.7%，增幅同比减缓18.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下降1.3%，增幅同比减缓33.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结构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轻工业增速保持稳定，而重工业明显减

速，特别是多年来政府着力调控的产能严重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增速明显放缓。 一

季度，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和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同比增长10.5%，比去

年全年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钢铁行业增长8.7%，比去年全年回落2个百分点，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5%，回落3.6个百分点。

三、二季度宏观经济仍将延续减速态势

总体来看，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减速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特别是法国、希腊大选后左翼政党上台，新政府反对现有紧缩财政计划，这必将给

欧债危机的救助带来新的变数，欧债危机将拖累欧元区经济出现轻度衰退，全球

贸易增长接近停滞，市场信心依然不足，加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增长面

临较多困难；二是国内劳动力、资源、融资等成本上升以及需求减弱，使得企业盈

利下滑，制造业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三是原材料等制造企业继续处于去库存化

阶段，甚至会出现限产保价等现象。 四是房地产业面临量价齐跌的深度调整，刚性

购房需求观望气氛较浓以及商品房投资明显减速，将使得钢铁、建材以及家电等

相关产业生产受到影响。 因此，二季度我国经济仍将延续减速态势，根据测算，初

步预计二季度我国GDP将增长7.5%左右。

第一，重工业增长放缓下拉工业生产。 推动工业增长的有利因素：一是我国区

域间产业转移步伐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加速发展，将为工业增长添加动

能，对工业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二是部分“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在今年陆续开工，

有利于推动工业生产。 三是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大幅放缓，4月份同比下降

0.8%，这有助于降低企业采购成本压力。

抑制工业增长的不利因素：一是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一方面，国内外需求都在

放缓，工业制成品价格难以提升；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企业融资成

本过高。 两方面因素挤压企业经济效益。 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10449亿元，同比下降1.3%，增幅同比回落33.3个百分点。二是出口需求不旺影响

工业生产。1-4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仅增长7.6%，增幅同比回落13.1

个百分点。 三是“去库存化”与“去产能化”的双重压力，决定工业增长短期内难拾

强劲走势。 特别是占工业增加值约七成的重工业，由于全面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

需求不旺，重工业生产难以快速反弹。

综上所述，工业生产继续呈现减速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将增长10.4%左右，增幅较上年同期放缓3.5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11.3%左

右，重工业增长10%左右。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减缓。 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一是政府对

在建和续建投资项目以及“十二五”重点项目开工给予积极支持，这为投资保证一

定的增速提供了基础。 二是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700万套，建成500万套，

保障房在建规模较大将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 三是去年底以来国家针对小微企业

出台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增长。 四是今年国家追加了预算

内投资200亿元，同时核电项目近期重新启动，有利于投资增长。

抑制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呈大幅减速态势。 随着“限

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逐步见效，商品房价格出现实质性回落，商品房销售明显

下降，商品房库存显著增加，这将会导致房地产投资放缓。 4月份当月，房地产投资

增速已大幅放缓至9.2%，较上个月减缓10.3个百分点。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

减速。 去年下半年以来，因资金紧张以及重大事故的影响等因素，导致高铁建设步

伐显著放缓；1-4月铁路运输业投资同比下降43.6%。 此外，由于电煤价格矛盾发电

行业亏损严重， 电力投资大幅减缓。 一季度， 全国电力工程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3.2%，其中，火电投资同比下降31.9%。 三是新的投资热点尚未形成。 由于当前正

处于经济下行阶段，产能过剩与去库存化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大部分重点领域受

政策刺激的投资高峰已过，新一轮投资热点尚未形成，因此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综上所述， 基建投资规模在基数庞大与资金缺口的影响下增速出现放缓趋

势，房地产投资由于市场清淡难以维持高增长。 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

回落， 预计名义增速将为19%左右， 增幅同比减缓6.9个百分点， 实际投资增长

16.6%左右，增幅同比减缓1.5个百分点。

第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保持稳定。 推动消费增长的有利因素：一

是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这将成为消费稳定增长的基础。 二

是国家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年底前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全覆盖，增加财政性教育经

费等社保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忧。 三是网络、团购消费等新型消费

模式不断壮大。 网络消费日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接受，而且随着相关制度的

不断完善，逐渐成为消费领域的亮点。

抑制消费增长的不利因素：一是住房消费难有起色。 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不

会变、决心不会动摇，努力推动房价合理回归，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限购政策

延续，商品房销售增速下降。这将会进一步影响相关领域消费。二是家电等领域消

费需求提前释放。 由于国家家电消费刺激政策去年底到期，部分需求赶在政策调

整之前提前释毕。在新的支持政策出台之前，家电等行业消费难有起色。三是前期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影响社会消费意愿。 虽然 近几个月的CPI数据已经有所回

落，但是物价累计上涨较多，仍影响居民消费意愿。

综上所述，消费水平保持平稳增长，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14.3%左右，增幅同比放缓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6%，增幅较上

年同期则放缓1个百分点。

第四，外贸出口保持较低增速。 推动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一是我国对新兴经

济体出口比例提高，有利于带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快增长。 二是

商务部等部门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出口保险等有利于稳定出口的外贸政策，稳出

口措施对于外贸出口增长具有支撑作用。 三是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去年底以来

人民币改变了单边升值的趋势，出现了有升有降的特点，以及近几个月出口价格

指数有所回落，这些有助于出口竞争力的稳定。

抑制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一是全球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发达国家普遍面临

主权债务问题的巨大压力，而新兴经济体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等结构性

问题，特别是欧债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导致全球市场信心依然不足，全球贸易增

长明显放缓。 二是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外贸摩擦压力加大。 今年，美国、法国等多个

国家面临政府换届选举。 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需要，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将矛头指

向中国。 美国政府近期宣布成立专门贸易执法机构，将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对美出

口的不公平做法。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也未间断。 三是贸易先行

指数处于低位。 反映国际贸易情况的重要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自去年11

月份以来掉头向下，目前该指标达到三年以来最低水平。

综上所述，二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速将小幅增长，预计出口将增长6.8%左右，进

口将增长4%左右，贸易顺差为611亿美元，同比增长33%。

第五，物价上涨压力略有缓解。 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一是资源价格改革进程

加快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物价水平。 成品油价格年内已经上调两次，天然气价格

改革试点在广东和广西推开，下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水、电、景区门票等政府

掌握的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二是劳动力成本提高间接推涨物价。 由于近年来

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 每年春节后出现的“民

工荒”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将间接提高物价水平。 三是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重拾上升之势。 1月份以来，石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跌

回升，再度呈现上行走势，我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 四是食品价格压力

依然存在。 一季度农业GDP的平减指数高达11.5%，由于农业GDP平减指数更多反

映的是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农产品价格变动趋势，可见当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后

还会推动食品物价的回升。

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一是国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特别是经济降温的基本

面决定了物价上涨压力减缓。 二是粮食连续八年丰收，有利于稳定粮价，而且猪肉

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头有所遏制。 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内需求不旺的情

况下走势疲弱，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消费品领域传导。

综上所述，在国内总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二季度物价上涨压力略有缓解，初步

预计CPI上涨3.3%左右，PPI微降0.6%左右。

四、应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总体来看，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房地产调控和外需减弱等因素造成的，是产

业转型升级期必须面对的阵痛，而当前就业状况较好，因而没必要过于担心经济

增速适度放缓。 同时，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劳动力、

资源成本上升较快、融资成本过高等突出问题。 因此，应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预调微

调的力度，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加大技术改造支持力

度，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

首先，大力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 一是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家预

算内资金应重点支持农田水利、保障房、民生工程以及节能减排项目等领域。 二是

正确处理好税收与税源的关系，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企业经营困难

较大，税收增速也会回落，切不可因税收增速回落而对企业收“过头税”，反而应当

清理不合理行政收费，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企业

中增加税负的企业要想方设法做到至少不增加税负。 抓紧研究更大力度的结构性

减税方案，争取早日出台。

其次，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通胀压力减弱、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背景

下，应保持社会流动性总量微松，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一是要根据外

汇占款增长变化，适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证适度的社会流动性总量，同时释放

适度宽松政策信号，打消市场主体的紧缩预期。二是实行非对称下调利率政策。当

前PPI的持续走低相应抬升贷款实际利率，使得实体经济有效贷款需求趋弱。 可考

虑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或适当放宽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限制，并着力清理和规范银

行贷款各种收费，大力缓解企业过高的融资成本。 同时，目前CPI回落的基础并不

稳固，为稳定居民通胀预期，保持现有存款基准利率水平。 三是实行差别化金融政

策。 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小微企业、民生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给予优惠利率。 与此同时，要继续控制对高耗能、高

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第三，加大对产业技改项目的财政和信贷扶持力度。 当前，企业为应对劳动

力、能源、环境成本上升压力，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

节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能高污染设备方面有巨大技术升级和更新改造需求，商业

银行要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点予以信贷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

技改投资的支持力度。 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对于相关行业的

技术创新与研发，国家应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辅以信贷、利息优惠政策，

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等项目，尽快培育产业发展新

引擎。

第四，支持相关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建设。 一是对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续建资金需求要予以保证，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对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

点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项目要力保按时开工。 二是对购买首套住

房的自主性购房需求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宅的建设要从土地、资金各

方面给予支持，地方政府要优惠地价供地，商业银行要以基准利率提供信贷资金

并实施封闭管理，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防止房价反弹的目的。 三是重视消

费需求相关产能建设，增加并鼓励扩大适应新时期的消费生产能力投资，积极推

行新型商业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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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经济增速

明显低于预期

2012

年一季度， 我国

GDP

同

比增长

8.1%

， 增幅较上年四季度

和上年同期分别放慢

0.7

和

1.6

百

分点，特别是剔除约

1.2

个百分点

的闰年因素， 一季度实际

GDP

同

比仅增长

6.9%

， 经济增速明显低

于各方面事先的预期。 其原因主

要有：

第一，重工业减速超过预期。

限购、 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持

续、 外需大幅下滑以及企业库存

压力较大等因素， 使得重工业减

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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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同比下降

13.4%

，增幅较上

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缓

18.7

和

19.7

个百分点； 外贸出口同比

增长

6.9%

， 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

年同期分别放缓

13.4

和

20.5

个百

分点。 尽管房地产降温和外需放

缓在各方预料之中， 但是降幅明

显超过预期， 因而钢铁、 通用设

备、汽车、铁路设备制造以及电力

等重工业增速均大幅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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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重工业生产仅增长

10.5%

，增

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

缓

3.8

和

4.2

个百分点。

第二， 第三产业减速超过预

期。 房地产业降温不仅直接影响

第三产业增长， 而且会带动一系

列相关服务业减速， 同时重工业

增长放慢使得交通运输等服务业

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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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

16.4%

，增幅同比放缓

10.1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

同比下跌

43.6%

， 增幅同比放缓

70.5

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增长

18.7%

，增幅同比放缓

15.6

个百分

点。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第三产

业生产呈大幅减速态势， 一季度

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增长

7.5%

，增

幅较上年四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

放缓

1.2

和

1.6

个百分点，甚至低于

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

2009

年一

季度

7.9%

的增速， 创出

1990

年以

来最低增速。

第三，消费增长低于预期。投

资和出口增速放缓在大家的预期

之中，但是住房、汽车等主要消费

动力减弱， 以及家电下乡政策到

期等因素使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明显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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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全

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11.8%

，

增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

放缓

23.9

和

25.1

个百分点；限额以

上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

10.3%

，增

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

缓

4.3

和

3.8

个百分点。 同时，家电

下乡政策到期使得家电消费增速

大幅放缓；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低

迷等因素，影响到餐饮、娱乐等消

费。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消费增速

明显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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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名义增长

14.7%

，增

幅较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放

缓

2.4

和

1.8

个百分点，同期实际增

速分别放缓

0.7

和

0.8

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

取得积极进展

从当前经济运行来看，区域

结构、 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产业

结构等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

进展。

首先， 区域结构协调性进一

步增强。各项经济指标表明，我国

区域间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 一

季度， 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 产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6.9%

、

16.0%

、

27.1%

， 分别比东部地区

快

8.0

、

2.1

、

8.2

个百分点； 西部地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分

别增长

14.5%

、

16.3%

、

26.9%

，分

别比东部地区快

5.6

、

2.4

、

8.0

个百

分点。

其次， 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好

转。 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较快，

而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

明显放缓，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

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关系

有所改善。 受政府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农产品价格高位运行、扶贫

标准提高和新农合新农保继续推

进等因素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快

速增长。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

金收入

2560

元， 实际增长

12.7%

，

高于

GDP

增幅

4.6

个百分点， 保持

较快增速。受提高个人所得税、个

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等因素影

响，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一季

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796

元，实际增长

9.8%

，增幅同比

提高

2.7

个百分点。 而同期政府财

政收入增长

14.7%

，增幅同比减缓

18.4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下降

1.3%

， 增幅同比

减缓

33.3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结构有所改善。今

年以来，轻工业增速保持稳定，而

重工业明显减速， 特别是多年来

政府着力调控的产能严重过剩的

高耗能行业增速明显放缓。 一季

度，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

和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同比增

长

10.5%

， 比去年全年回落

1.8

个

百分点。 其中， 钢铁行业增长

8.7%

， 比去年全年回落

2

个百分

点，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5%

，回落

3.6

个百分点。

二季度宏观经济

仍将延续减速态势

总体来看， 二季度我国经济

增长仍将延续减速态势。 一是世

界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法国、希

腊大选后左翼政党上台， 新政府

反对现有紧缩财政计划， 这必将

给欧债危机的救助带来新的变

数， 欧债危机将拖累欧元区经济

出现轻度衰退， 全球贸易增长接

近停滞，市场信心依然不足，加之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出口增

长面临较多困难； 二是国内劳动

力、资源、融资等成本上升以及需

求减弱，使得企业盈利下滑，制造

业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 三是原

材料等制造企业继续处于去库存

化阶段， 甚至会出现限产保价等

现象。 四是房地产业面临量价齐

跌的深度调整， 刚性购房需求观

望气氛较浓以及商品房投资明显

减速，将使得钢铁、建材以及家电

等相关产业生产受到影响。因此，

二季度我国经济仍将延续减速态

势，根据测算，初步预计二季度我

国

GDP

将增长

7.5%

左右。

第一， 重工业增长放缓下拉

工业生产。 推动工业增长的有利

因素： 一是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

步伐逐步加快， 中西部地区工业

化加速发展， 将为工业增长添加

动能，对工业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二是部分“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

在今年陆续开工， 有利于推动工

业生产。 三是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指数大幅放缓，

4

月份同比下降

0.8%

， 这有助于降低企业采购成

本压力。

抑制工业增长的不利因素：

一是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一方

面，国内外需求都在放缓，工业

制成品价格难以提升； 另一方

面，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企

业融资成本过高。 两方面因素挤

压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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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0449

亿元，同比下降

1.3%

，增幅

同比回落

33.3

个百分点。 二是出

口需求不旺影响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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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同比仅增长

7.6%

，增幅同比回落

13.1

个百分点。 三是“去库存化”

与“去产能化”的双重压力，决定

工业增长短期内难拾强劲走势。

特别是占工业增加值约七成的

重工业，由于全面产能过剩导致

其投资需求不旺，重工业生产难

以快速反弹。

综上所述， 工业生产继续呈

现减速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增长

10.4%

左右，增幅较上年同期放缓

3.5

个

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

11.3%

左

右，重工业增长

10%

左右。

第二，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

有所减缓。 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

因素： 一是政府对在建和续建投

资项目以及“十二五”重点项目开

工给予积极支持， 这为投资保证

一定的增速提供了基础。 二是

2012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

700

万套，建成

500

万套，保障房在

建规模较大将支撑房地产投资增

长。 三是去年底以来国家针对小

微企业出台的财税、 金融扶持政

策，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增长。四

是今年国家追加了预算内投资

200

亿元，同时核电项目近期重新

启动，有利于投资增长。

抑制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

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呈大幅减

速态势。 随着“限购”等房地产调

控政策的逐步见效，商品房价格

出现实质性回落，商品房销售明

显下降， 商品房库存显著增加，

这将会导致房地产投资放缓。

4

月份当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已大

幅放缓至

9.2%

， 较上个月减缓

10.3

个百分点。 二是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有所减速。 去年下半年以

来，因资金紧张以及重大事故的

影响等因素，导致高铁建设步伐

显著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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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铁路运输业投

资同比下降

43.6%

。此外，由于电

煤价格矛盾发电行业亏损严重，

电力投资大幅减缓。 一季度，全

国电力工程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3.2%

，其中，火电投资同比下降

31.9%

。 三是新的投资热点尚未

形成。 由于当前正处于经济下行

阶段，产能过剩与去库存化问题

尚未有效解决，大部分重点领域

受政策刺激的投资高峰已过，新

一轮投资热点尚未形成，因此企

业投资意愿不足。

综上所述， 基建投资规模在

基数庞大与资金缺口的影响下增

速出现放缓趋势， 房地产投资由

于市场清淡难以维持高增长。 二

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

回落， 预计名义增速将为

19%

左

右， 增幅同比减缓

6.9

个百分点，

实际投资增长

16.6%

左右，增幅同

比减缓

1.5

个百分点。

第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际增长保持稳定。 推动消费增

长的有利因素：一是今年以来，城

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这将成为消费稳定增长的基础。

二是国家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年

底前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全覆盖，

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等社保体系

的完善， 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

忧。三是网络、团购消费等新型消

费模式不断壮大。 网络消费日渐

被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接受，而

且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逐

渐成为消费领域的亮点。

抑制消费增长的不利因素：

一是住房消费难有起色。 中央房

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变、 决心不会

动摇，努力推动房价合理回归，北

京、 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限购政策

延续，商品房销售增速下降。这将

会进一步影响相关领域消费。 二

是家电等领域消费需求提前释

放。 由于国家家电消费刺激政策

去年底到期， 部分需求赶在政策

调整之前提前释毕。 在新的支持

政策出台之前， 家电等行业消费

难有起色。 三是前期物价上涨幅

度较大影响社会消费意愿。 虽然

近几个月的

CPI

数据已经有所回

落，但是物价累计上涨较多，仍影

响居民消费意愿。

综上所述， 消费水平保持平

稳增长， 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3%

左右，增

幅同比放缓

3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10.6%

，增幅较上年

同期则放缓

1

个百分点。

第四，外贸出口保持较低增

速。 推动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

一是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比

例提高， 有利于带动资本密集

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快增

长。 二是商务部等部门在推动贸

易便利化、出口保险等有利于稳

定出口的外贸政策，稳出口措施

对于外贸出口增长具有支撑作

用。 三是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

去年底以来人民币改变了单边

升值的趋势，出现了有升有降的

特点，以及近几个月出口价格指

数有所回落，这些有助于出口竞

争力的稳定。

抑制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

一是全球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发

达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问题的

巨大压力， 而新兴经济体面临生

产成本上升、 产能过剩等结构性

问题， 特别是欧债危机短期内无

法解决导致全球市场信心依然不

足，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缓。二是

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外贸摩擦压力

加大。 今年，美国、法国等多个国

家面临政府换届选举。 政治家为

了迎合选民需要， 转移国内民众

视线，将矛头指向中国。美国政府

近期宣布成立专门贸易执法机

构， 将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对美出

口的不公平做法。 欧盟等国家和

地区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也未间

断。三是贸易先行指数处于低位。

反映国际贸易情况的重要领先指

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掉头向下， 目前该指标

达到三年以来最低水平。

综上所述， 二季度我国进出

口增速将小幅增长， 预计出口将

增长

6.8%

左右，进口将增长

4%

左

右，贸易顺差为

61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3%

。

第五，物价上涨压力略有缓

解。 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一是

资源价格改革进程加快将在一

定程度上推高物价水平。 成品油

价格年内已经上调两次，天然气

价格改革试点在广东和广西推

开，下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

水、电、景区门票等政府掌握的

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二是劳

动力成本提高间接推涨物价。 由

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

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

阶段。 每年春节后出现的“民工

荒”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

吸引员工，这将间接提高物价水

平。 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拾

上升之势。

1

月份以来，石油、有

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

跌回升， 再度呈现上行走势，我

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

在。 四是食品价格压力依然存

在。 一季度农业

GDP

的平减指数

高达

11.5%

， 由于农业

GDP

平减

指数更多反映的是处在生产过

程当中的农产品价格变动趋势，

可见当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后

还会推动食品物价的回升。

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 一是

国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 特别是

经济降温的基本面决定了物价上

涨压力减缓。 二是粮食连续八年

丰收，有利于稳定粮价，而且猪肉

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头有所

遏制。 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

内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走势疲弱，

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消费品领域

传导。

综上所述， 在国内总需求放

缓的背景下， 二季度物价上涨压

力略有缓解， 初步预计

CPI

上涨

3.3%

左右，

PPI

微降

0.6%

左右。

应进一步加大

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总体来看， 当前经济减速主

要是房地产调控和外需减弱等因

素造成的， 是产业转型升级期必

须面对的阵痛， 而当前就业状况

较好， 因而没必要过于担心经济

增速适度放缓。同时，实体经济面

临转型升级压力， 特别是小微企

业面临劳动力、 资源成本上升较

快、融资成本过高等突出问题。因

此， 应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预调微

调的力度， 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

步伐，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加大

技术改造支持力度， 大幅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等。

首先， 大力落实结构性减税

政策。 一是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任务， 国家预算内资金应重

点支持农田水利、保障房、民生工

程以及节能减排项目等领域。 二

是正确处理好税收与税源的关

系，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企业经营困难较大， 税收增

速也会回落， 切不可因税收增速

回落而对企业收“过头税”，反而

应当清理不合理行政收费， 落实

好结构性减税政策， 对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的试点企业中增加税负

的企业要想方设法做到至少不增

加税负。 抓紧研究更大力度的结

构性减税方案，争取早日出台。

其次，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 在通胀压力减弱、经济下行

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应保持社会

流动性总量微松，加大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一是要根据

外汇占款增长变化，适时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保证适度的社会流

动性总量，同时释放适度宽松政

策信号，打消市场主体的紧缩预

期。 二是实行非对称下调利率政

策。 当前

PPI

的持续走低相应抬

升贷款实际利率，使得实体经济

有效贷款需求趋弱。 可考虑下调

贷款基准利率或适当放宽贷款

利率下浮的幅度限制，并着力清

理和规范银行贷款各种收费，大

力缓解企业过高的融资成本。 同

时， 目前

CPI

回落的基础并不稳

固，为稳定居民通胀预期，保持

现有存款基准利率水平。 三是实

行差别化金融政策。 引导商业银

行加大对“三农”、战略性新兴产

业、环保、小微企业、民生等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

给予优惠利率。 与此同时，要继

续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

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确保资金

投向实体经济。

第三， 加大对产业技改项目

的财政和信贷扶持力度。当前，企

业为应对劳动力、能源、环境成本

上升压力， 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

能化设备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节

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能高污染设

备方面有巨大技术升级和更新改

造需求， 商业银行要对企业技术

改造项目重点予以信贷资金支

持， 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

技改投资的支持力度。此外，战略

性新兴产业代表产业发展方向，

对于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与研

发， 国家应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 同时辅以信贷、 利息优惠政

策，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等项目，尽

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引擎。

第四， 支持相关重点领域与

薄弱环节建设。 一是对在建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续建资金需求要

予以保证，防止出现“半拉子”工

程。 对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

点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

程建设项目要力保按时开工。 二

是对购买首套住房的自主性购房

需求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

品住宅的建设要从土地、 资金各

方面给予支持， 地方政府要以优

惠地价供地， 商业银行要以基准

利率提供信贷资金并实施封闭管

理，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

防止房价反弹的目的。 三是重视

消费需求相关产能建设， 增加并

鼓励扩大适应新时期的消费生产

能力投资， 积极推行新型商业模

式，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二季度经济延续减速态势 应落实减税降低企业成本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特别是

4

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全面趋弱态

势，但就业形势表现良好，因而不必过于担忧经济增速适度减缓。同时，我国区域经济结

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展望二季度，我国经济仍将延续减

速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

GDP

增长

7.5%

左右，

CPI

上涨

3.3%

左右。 应加大宏观经济政

策预调微调的力度，真正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

图1：2004年以来我国当季GDP增速走势图 图2：月度CPI和PPI走势图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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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

公司一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９

人，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８０００

万股的

５３．８２％

。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公司全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等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 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申请银行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津贴调整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９６８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分别在本次大会上述职， 主要就其出席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情况、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以及参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

等情况向公司股东汇报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潘继东律师、李

建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１６３９

号平安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冯忠波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６

名，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６９．１２％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７３

，

４４６

，

６１０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同意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

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介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凌浩律师及陈柏苍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