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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一季度中国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2016 年 3 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
 2016 年 3 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3%
 2016 年一季度中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稳步增长
 2016 年一季度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逾 400 亿美元
 中方统计：2016 年一季度中澳贸易额跌至 1140 亿美元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发布 2014-2015 财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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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016 年 4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澳大利
亚总理特恩布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澳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两国各领域交
流合作日益密切。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澳关系，愿同澳方一道，在互
信互利原则基础上，更好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做大共
同利益“蛋糕”，更多更好造福中澳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强劲活力，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双方要
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确保中
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希望双方做好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澳方
“北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澳方“国家创新与科学议
程”的对接，实施好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探讨开展更多务实合作项目，
推进司法执法、防务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澳友好根基在民间，双方可
以在签证便利化等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促进旅游、教育以及地方等领
域人文交流合作。中方重视澳大利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愿
同澳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机制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
特恩布尔表示，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对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访问极大
推动了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至今为澳大利亚人民津津乐道。
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充满信心，希望能
够进一步密切对华关系，加快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方经贸、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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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各领域合作。澳大利亚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协
调。我期待着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一季度中国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4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多项 2016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根
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15852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6.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8803 亿元，同比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 59510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90214 亿元，增长 7.6%。以 2015 年价格计算，今年一季度 GDP 增量
为 98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222 亿元。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6.9%，比上年同期提高 2.0 个百分点，高于
第二产业 19.4 个百分点。
2016 年 3 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
4 月 11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数据显示，2016 年 3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2.3%。其
中，城市上涨 2.3%，农村上涨 2.2%；食品价格上涨 7.6%，非食品价
格上涨 1.0%；消费品价格上涨 2.5%，服务价格上涨 1.9%。

2016 年 3 月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3%
4 月 11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显示，2016 年 3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上涨 0.5%，同
比下降 4.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上涨 0.3%，同比下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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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同比下降 5.8%。

2016 年一季度中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稳步增长
4 月 12 日，商务部网站公布 2016 年一季度全国吸收外资总体情
况。2016 年一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242.1 亿元人民币（折
35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指出，2016 年
一季度全国吸收外资呈现以下特点：
全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稳步增长。1-3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 5956 家，比去年同期增长 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242.1 亿元
人民币（折 35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未含银行、证券、保险
领域数据）。3 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560 家，同比增长
26.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23.4 亿元人民币（折 12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8%。
高技术服务业涨幅较高。1-3 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543.8 亿
元人民币（折 24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
为 68.9%。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55.2 亿元人民币（折
4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3%。在高技术服务业中，数字内容及相
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分别为 63.5 亿元人民
币（折 10.1 亿美元）、96.4 亿元人民币（折 15.1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 241.7%和 208.2%。
主要来源地投资基本保持稳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华投资
呈现增长。1-3 月，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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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外资总额 334.4 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94.4%，同
比增长 1.5%。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香港、澳门、韩
国、新加坡、美国、台湾、日本、英国、德国和卢森堡。同期，东盟
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1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9%。欧盟 28 国对华
投资新设立企业 388 家，与上年同期持平，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27.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4.8%。“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558 家，同比增长 21.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1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
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1-3 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213.2 亿元人民币（折 3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5%，远远高于全国
增幅。中西部地区合同外资金额分别为 436.7 亿元人民币（折 66.6 亿
美元）和 254.5 亿元人民币（折 39.3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7.8%
和 17.4%。
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继续提升。1-3 月，以并购
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20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08 亿元人民币
（折 7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3%和 32.6%。实际使用外资中并
购所占比重由 2015 年同期的 17.9%继续上升到 22.7%。

2016 年一季度中国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逾 400 亿美元
4 月 12 日，商务部网站公布 2016 年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业务情
况。2016 年一季度，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617.4 亿元人民币
（折合 4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4%，其中 3 月当月新增投资 664
亿元人民币（折合 1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一季度我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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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重点项目亮点突出。
一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 35.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0.2%，特别是今年 3 月，中国广核集团以 23 亿美元成功获得马
来西亚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将“一带一
路”相关 5 国 13 个清洁能源项目收入囊中，至此，中国广核集团海外
的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达到 884.3 万千瓦。
国际产能合作态势良好。一季度流向制造业 54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25.9%，特别是对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 2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
企业境外并购活跃、领域广泛。一季度，我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
购项目 142 个，实际交易金额 165.6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额的
41.3%，这些并购项目涉及 36 个国家(地区)的 15 个行业。
对外投资地域分布仍高度集中。一季度,我国流向中国香港地区的
直接投资为 20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占同期对外投资金额的
51.6%；对美投资 52.4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 倍;对东盟投资 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额占今年投资额的
比重超过 70%。

中方统计：2016 年一季度中澳贸易额跌至 1140 亿美元
4 月 13 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 1-3 月，
中澳货物贸易额跌至 220.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1%。其中中国向澳
大 利 亚 出 口 87.04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1.9% ； 中 国 从 澳 大 利 亚 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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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0%。中方逆差 47.76 亿美元。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发布 2014—2015 财年年报
4 月 8 日，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显
示，2014—15 财年澳大利亚外国投资申请的数量继续强劲增长。该委
员会共批准 37953 份外国投资申请，而 2013—2014 财年仅为 24102
份。报告称，房地产行业的批准数量为 37347 份，同 2013—14 财年的
23428 份相比显著增加。新增申请中大部分都是新建住房，这与政府通
过引导外资进入新建住房领域以增加住房存量的政策相一致。而其他
领域的申请数量则大体维持不变。
2014—15 财年的外国投资申请批准金额为 1946 亿澳元，比上一年
度增长 16.3%，增长主要是由于住宅房地产申请的持续增长。在住宅房
地产领域的投资申请批准金额从 2013—2014 财年的 347 亿澳元上升到
608 亿澳元。在商用地产领域也有 362 亿澳元的投资申请。
其他领域 2014—15 财年批准的投资金额为 977 亿澳元，增长速度
较为温和，约 5.3%左右。除房地产行业外，外国投资申请主要集中在
服务业（ 388 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267 亿）和制造业（195
亿）。
截至 2014 年底，美国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外来投资国，占比约
23.7%。2014—15 财年，中国（ 466 亿美元）仍然是经批准的最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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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尽管这种增长的基数仍较小。从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来说，中
国是第五大来源国，约占总存量的 4.4%。
2014 — 15 财 年 ， 外 国 投 资 审 查 委 员 会 未 否 决 过 任 何 申 请 （ 在
2013—14 财年曾否决三例申请），但有 40％左右的批准都是附条件
的。2015 年 3 月，该委员会曾就一家外国公司非法购买悉尼一份产业
发布过撤资令。该委员会还宣布了一个旨在加强外国投资规则的改革
方案。

（责任编辑：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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