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2.12��星期五 编辑 苏军华 美编 陆薇 校对 李辉

华声要情A0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专家解读我国经济明年将有哪些新动向

提“新常态”9特征，定明年5任务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实现了经济
社会持续稳步发展， 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
可望较好完成，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
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深化改革开放
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
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
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准确把握经济发
展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
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
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
来， 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

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毫不动摇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咬
定青山不放松，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要精
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潜力和
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
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努力做到调速
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会议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
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
时俱进。 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
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
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 强化舆论引
导工作。

明年提“十三五”规划建议

会议指出， 明年中央将研究提出关于
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
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深入调研， 抓紧工
作，为制定好“十三五”规划做好准备。

会议号召，全党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
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各项部署，努力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明年经济有何新动向
看趋势：九大变化定位新常态

针对近年来海内外关注的中国
经济新常态，会议通过对“九大趋势
性变化”的阐释。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
占斌说：“以前大家对新常态有各种
看法。这次中央对新常态全面、深刻、
系统的界定，可消除认识误区。”

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
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此基础
上， 会议明确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
要、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引导社会
预期等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重点。

看增长：稳增长调结构保平衡

会议指出，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
构之间的平衡。专家认为，今后经济
发展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对过
剩产能的调整会影响增速， 而做好
新兴产业的加法和乘法则会创造更
多增量。“明年加快结构调整，意味着
新兴领域的投资可能加快。” 国家发
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

看改革：围绕突出问题推进

会议要求，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
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
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
究部副部长王军说， 我国进入经济
发展新常态， 发展环境和条件出现
很多趋势性变化。“改革的推进，必须
以问题为导向， 根据不断变化的实
际，提出既针对具体问题、又有利于
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措施。”

看民生：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会议着重强调要做好就业和扶
贫工作；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
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多面向特定
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
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
群说，做好就业和扶贫，是新常态下
中央经济工作的两个重要底线。今后
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充分发挥好政
府保障社会公平的职能，针对特定目
标和群体精准发力。

看区域发展：新亮点不掩老区域

“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 京津
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 但会议同
时突出强调，“西部开发、 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要继续实施。”

张占斌说，会议释放出完善区域
政策的新动向， 即更加强调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也回答了
外界的一些担心。

看对外开放：提出“三个平衡”

明年对外开放政策有哪些新变化？
会议作出回答———“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
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
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
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均据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
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提
出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
求和主要任务。李克强在讲话
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
取向，对明年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总
结讲话。

五大任务

【稳增长】
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

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
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
路，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
稳定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
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育新增】
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

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
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
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二是创新要
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
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
成新的增长点。三是政策要
宽， 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
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
和制度环境。

【转农业】
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

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
市场。 要完善职业培训政
策，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
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
素质职业农民队伍。

【优空间】
西部开发、 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 要继续实
施。 要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
有个良好开局。推进城镇化
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
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
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

【保民生】
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
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
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
度。 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
具体人口， 实现精准脱贫，
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消费需求】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
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
主流。

【投资需求】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
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出口和国际收支】 我国低成本比
较优势发生了转化， 高水平引进来、大
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产业组织方式】新兴产业、 服务
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
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生产要素】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
农业富余人口减少， 经济增长将更多依
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市场竞争】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
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资源环境约束】环境承载能力已
达到或接近上限， 必须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总体可控，
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
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资源配置模式】既要全面化解产
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
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1�努力保持经
济稳定增长

3�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

4�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2�积极发现培

育新增长点

5�加强保障和
改善民生工作

“经济发展新常态”

9个特征

明年经济工作
8个“更加注重”

更加注重
满足人民
群众需要

更加注重市
场和消费心
理分析

更加注重
引导社会
预期

更加注重加
强产权和知
识产权保护

更加注重
发挥企业
家才能

更加注重加强
教育和提升人
力资本素质

更加注重
建设生态
文明

更加注重科
技进步和全
面创新

明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
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狠抓改革攻
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专家解读

■制图\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