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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一季度，我国实际GDP增速为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
%；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目前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
，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
需进一步筑牢。

中美关系正常化依然面临较大政治风险。4月21日，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是由国会推动的立法，全面对抗
中国。该法案主要起草者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这代表了“前所未有
”的两党合作，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6月3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禁止美国个人与投
资机构投资的黑名单，这是延续前任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签订的行政令
，对黑名单进行修改和扩增。

办公照明行业受宏观调控风险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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