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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截至 1月 18 日，国内 31 个省市自治区两会均已经召开，当下大部分省份还未发布完整的政府工作报

告，但是对于明年经济的主要目标及主要任务已经确定。从 31 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发布的 2023 年目

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力提振消费和数字经济发展是明年地方政府会发力的两端。 

 新班子、新气象、新作为。在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新气象成为关键词，经济会议明确要求：

1、“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新

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看到和过去不同的是，此次各省市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除了过去一

年和未来一年的展望，添加了过去五年和未来五年的展望。可以感受到政策端明确的新气象变化，对

此我们预期 2023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也会有未来五年的经济目标，值得市场关注。 

 相比 2022 年 GDP 增速目标，多数省份下调 2023 年预期，此次 GDP 增速预期目标中位数在 6%，

2022 年的中位数为 6.5%。从当前公布的 GDP 目标角度而言，我们看到 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3 年目

标的中位数给到了 6%，低于 2022 年同期目标中位数 6.5。其中，21 个省份下调，6个省份与 2022

年目标持平，4 个省份上调，分别为海南、新疆、黑龙江、重庆。2023 年目标最高的两个省为海南和

西藏，分别为 9.5%和 8%，而目标最低的两个分别为天津和北京，分别为 4%和 4.5%。根据国家统

计局 1月 17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0%，从目前

各省市初步核算的角度看到，江西、宁夏、湖北为 2022 年整体增速较高的省份。 

 18 个省份公布了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吉林、海南、重庆、云南、甘肃、宁夏、新疆 7个省份较 2022

年做了上调。14 个省份公布了社零目标，吉林、云南、甘肃、新疆 4个省份上调，其中新疆给到 12%

最高的目标预期。16 个省份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湖南、重庆、云南、新疆 4 个省份上调。其

他各地域指标中，安徽省、新疆自治区上调了进出口总额增长目标，上海市、河南省上调社会研发经

费占比。 

 虽然各地政府对于社零的预期目标制定上调较少，但是近三分之一省份将扩大内需消费作为 2023 年

当地首要任务。鉴于大部分省份并未公布 2023 年完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统计各省市 2023 年首

要工作任务后发现：吉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重庆市、贵州省、陕西省、青海省 8 个省份

都将“扩大内需，全面恢复消费”作为 2023 年的最重要工作任务。河北省对扩大消费的表示为：“千

方百计扩大国内需求”。浙江省表示：“把激活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山西省提到:“加快发展

露营旅游等新业态”。在文旅恢复方面，广西提出“千方百计推动文旅产业回暖复苏”，四川提出“加

快建设名扬天下，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浙江表示“完成文旅项目年度投资 3000 亿元

以上”。 

 除了消费占据位置靠前之外，数字经济成为各省市制定目标的又一亮点。浙江省提出“2023 年培育

超百亿元数字企业 40 家，新增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150 家，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0%。”上海在报告中首次提出 2023 年着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数字之都。加快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国际数据港和一批数据中心。江苏省提出“力争数字经济规

模突破 5.5 万亿”。福建省提出“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 2.9 万亿以上” 重庆市提出“力争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0%以上”。贵州省目标“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52%，

2023 年比重达到 40%” 

 同时，2023 年民营企业在各地的核心工作中也有体现。重庆市表示：“力争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

到 60%”，云南省表示：“深入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过 52%”。浙江表示：“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

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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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年目标 2022年目标 2022年预计实现 2023年目标 2022年目标 2022年预计实现

海南省 9.50 9.00 四川省 6.00 6.50

西藏 8.00 8.00 3.00 贵州省 6.00 7.00 2.00

江西省 7.00 7.00 5.00 云南省 6.00 7.00 4.00

新疆 7.00 6.00 甘肃省 6.00 6.50

湖北省 6.50 7.00 4.70 上海市 5.50 5.50

湖南省 6.50 6.50 广西省 5.50 6.50 3.00

宁夏 6.50 7.00 5.00 陕西省 5.50 6.00 4.50

安徽省 6.50 7.00 3.50 辽宁省 5.00 5.50 2.30

河北省 6.00 6.50 3.80 江苏省 5.00 5.50

山西省 6.00 6.50 浙江省 5.00 6.00 3.00

内蒙古 6.00 6.00 4.00 山东省 5.00 5.50

吉林省 6.00 6.00 广东省 5.00 5.50

黑龙江省 6.00 5.50 青海省 5.00 5.50 2.50

福建省 6.00 6.50 北京市 4.50 5.50

河南省 6.00 7.00 3.50 天津市 4.00 5.00

重庆市 6.00 5.50 2.00

表1 地方政府两会GDP目标制定概览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省份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天津市 5.50 3.00 7.00 6.00

河北省 6.50 6.50 8.00 6.00 5.50

山西省 8.00 7.00 7.00

内蒙古 15.00 7.00

辽宁省 10.00 10.00 8.00 7.00 6.00 6.00

吉林省 7.00 8.00 6.50 7.00 7.00

黑龙江省 10.00 8.00 7.00 8.00 7.00

江苏省 6.50

浙江省 6.00

安徽省 10.00 9.00 9.00

福建省 6.50 9.00

江西省 8.00 10.00 8.50 8.00 8.00

河南省 10.00 10.00 8.00 8.00 7.00 7.00

湖北省 10.00

湖南省 7.50 7.00 7.20 7.50

广东省 8.00 8.00 6.50 6.00 5.50 5.50

广西省 10.00 8.00 8.00 6.50 7.00 6.50

海南省 8.00 12.00 15.00 10.00

重庆市 6.00 10.00 7.00 6.00 6.00 8.00

四川省 8.00 8.00

贵州省 10.00 7.00

云南省 7.00 9.00 8.00 10.00 8.00 9.00

西藏 10.00

陕西省 7.00 7.50

甘肃省 9.00 10.00 8.00 10.00 7.00

宁夏 8.00 10.00 7.00 5.00 8.00

新疆 10.00 11.00 6.00 12.00 6.50 9.00

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目标

表2 地方政府两会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目标制定概览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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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2023年首要目标

北京市 坚持规划引领 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天津市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同城化发展趋势，着力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向纵深拓展

河北省 深入落实重大国家战略

山西省 以制造业振兴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转型

内蒙古 努力实现开门稳开门红，保持稳中有进，整体好转的发展势头

辽宁省 全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吉林省 着力促销费扩投资

黑龙江省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上海市 着力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勇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江苏省 积极扩大有效需求

浙江省 精准高效实施“8+4”经济政策体系，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安徽省 着力扩大内需 进一步强化有效投资关键支撑作用

福建省 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 坚持稳字当头，着力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

山东省 扎实扛牢责任推进经济量质齐升

河南省 加快提振市场信心

湖北省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奋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广东省 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高水平建设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

广西省 闯出工业发展新天地

海南省 确保经济提速增效

重庆市 奋力抓好扩内需稳增长，推动经济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跃升

贵州省 全力扩大内需，提振市场信心

云南省 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西藏 狠抓安定团结，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陕西省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稳住经济发展大盘

甘肃省 聚力实体经济振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青海省 扩大投资提升消费做强实体，促进经济全面恢复提质增效

宁夏 坚持第一要务，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新疆 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表3 地方政府两会2023首要目标制定概览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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