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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引关注

明年 GDP 增速下调料成定局
经济增速

中国将下调明年 GDP 增速

经济增长目标或由 7.5% 左右下调至 7% 左右
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起
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新网报道， 作为宏观经济政
策的风向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对今年经济形势作出总结，对明年
经济工作进行定调，并对明年经济
工作的主要任务作出部署。这也是
“新常态”思路提出后，召开的首
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来经济政
策和改革思路如何阐述和部署，意
义重大。
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要求下，最受外界关注的一大问
题是，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
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明年
经济增长目标是否会进行下调？
当前，预计中国将下调 2015 年

GDP 增速目标几乎成为海内外舆论
的一致判断。摩根大通、花旗银行、
彭博，以及中国银行、瑞银证券、
申银万国等中外机构近期发布报告，
不约而同地均预计明年中国政府会
将经济增长目标由 7.5% 左右下调至
7% 左右。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
鸣近日也公开建议明年增长目标可
适度下调。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在减慢，同时也在消化过
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包括
压产能、去杠杆、挤泡沫。“在这
个阶段，对速度不要预期值过高，
可把增长速度的底线目标适度下调，
给结构调整和改革更大空间。”
“经济增速目标是根据经济发
展内在规律确定的，其调整需要综

合考虑。”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对
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换
挡减速时期，从当下情况来看，7%
左右的增长就可以解决 1000 万人的
新增就业，就业得到保证，经济增
长目标可以适当下调，这也可以避
免一些地方会因为稳增长“绷太紧”
而放缓调结构、促改革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在会后的公报一般不会对外提
及 GDP 具体目标，这一数据一般会
在次年的“两会”期间正式公布。
过 去 10 年 内，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曾 调 整 过 两 次，2005 年 由
7% 上调至 8%，2012 年则被下调至
7.5%，2014 年增长目标则定为 7.5%
左右。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近期舆论关注焦点，有媒
体此前报道称，今年的会议将在 9 日召开。“新常态”思路下，
2015 年经济增长目标会否下调，是否会降息、降准，明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又会重点聚焦哪些领域，持续引发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海内外各机构大多预计，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要求下，2015 年 GDP 增速目标将会下调至 7% 左右。专
家表示，货币政策明年仍会保持稳健，是否降息、降准需相机抉择。
此外，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价格改革、户籍改革、“一
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等明年
有望获得重点推进。

货币政策

全面放松可能性不大

是否降准、降息得看经济运行情况
经济料减速，中国明年货币政
策走向也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
中 新 网 报 道， 事 实 上，5 日 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对此提前
定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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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是中国连续第五年实施“积
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
也打消了外界因近期全面降息而引
发“中国货币政策将转向宽松”的
疑虑。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
良表示，中国连续第五年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符
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增
速放缓，但就业形势不错，结构调

改革

整也有进展，因此不需要对经济采
取强刺激措施，宏观调控政策不必
做大的调整。”
在不少机构看来，明年可能还
会降息、降准。花旗银行预计，为
了稳增长，从现在至 2015 年上半年
仍有两次降息，随着资本流出增加，
降准的可能性也在上升。申银万国
也指出，2015 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
处于“稳健”的上限，即实质上的
稳健偏宽松状态，预计 2015 年至少
有一次降准和降息。
“明年是否降息、降准，需要
根据明年经济运行情况、通货膨胀
水平等相机抉择，总体来看，稳健
的基调不会变，货币政策全面放松
的可能性不大。”牛犁说。

六大领域将获重点推进

“一带一路”有望成“重头戏”之一

电动汽车
走俏

2014 年“中国（郑州）三轮摩托车、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7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300 多家三轮车、电动车企业参展，吸引了
来自河北、山东等省市的上万名专业采购商、经销商前来参观洽谈业务。
图为消费者在当日展会上选购新能源电动汽车。
中新社

支付宝发十年对账单 北京、上海等五省市“最土豪”

最败家剁手族 十年花掉 3000 万
阿里旗下的“支付宝 8 日发布
的十年对账单显示，大陆民众十年
网络总支出数是 423 亿笔，从总支
付金额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广东、
浙江、上海、北京和江苏稳居前五位，
被网民戏称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土
豪五省市”。”“80 后”是申购余
额宝的中坚力量，占 43.9%，
“90 后”
是第二大群体，占 33.2%。
超级土豪十年账单近 3000 万元
《北京青年报》报道，从数据
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最强的东部
地区，在互联网时代也表现抢眼，
在网络支付和消费上是当之无愧的
领头羊。从十年的总支付金额占全

国的比重来看，广东、浙江、上海、
北京和江苏稳坐前五，占比分别为
15.5%、12.5%、9.3%、9% 和 8.8%。
实际上，这个组合在过去的两年中
一直相对稳定，因此被网民戏称为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土豪五省市”。
支付宝用户 8 日在微信朋友圈
纷纷晒出自己的账单，真是一个比
一个能花，朋友们对账单彼此笑侃
“太败家”。一位超级土豪竟晒出
2993.238963 万元（人民币，下同）
的账单，众多“剁手族”（喜欢网
上购物的消费者）均自叹不如。

除了定调宏观政策，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还将对明年经济工作的主
要任务作出部署。此前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已经做了一些宏观上的安排，
包括推进四个新型现代化、实施区
域总体发展战略、保障改善民生、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
综合中新网、上海《第一财经
日报》报道，
“2014 年改革全面启动，
2015 年将是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之
年，方方面面的改革都会进一步。”
牛犁认为，明年在稳增长的同时，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仍将是经济工作的重心，中国将努
力实现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而又
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目前存款保险、不动产登记条
例、居住证管理办法等在公开征求
意见，在专家看来，明年金融改革、

户籍改革、土地改革、国企改革、
价格改革、“一带一路”等有望获
得重点推进。
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
明年存款保险制度将正式推出，金
融改革步伐将加快；在通缩压力加
剧的背景下，价格改革将加速，可
能进一步放松对能源、公用事业价
格的调控；房地产下滑将加剧国企
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从而倒逼
国企改革步伐加快。此外，预计还
将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户籍改革
和包括农地流转在内的农村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治局会
议、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快自由贸易
区建设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均提到
了“一带一路”。在外界看来，“一
带一路”有望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重头戏”之一。

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作为广受社会
关注的群体，“90 后”的力量也体
现在支付宝 2014 年度对账单当中。
天弘基金和支付宝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到 2014 年前三季度，余
额宝用户数达到 1.49 亿，创造的总
收益超过 200 亿元，人均收益 133
元。其中，按人数计算，“90 后”
是申购余额宝的第二大群体，用户
数占到总量的 33.2%。“80 后”是
申购余额宝的主力，占到全体用户
的 43.9%。
事实上，2014 年，在支付宝的
总用户数当中，“90 后”也能占到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天津培训基地和飞行俱乐部 8 日在天津市
“90 后”已成网络理财主力
32%。除了聊天、游戏和社交，除 滨海新区揭牌成立。该培训基地和俱乐部以飞行培训为主，拥有多种型号
了玩儿，“90 后”已经成为网络经 直升机和多名飞行教员。图为一航空爱好者准备乘直升机体验飞行。
2014 年，最“老”的“90”后 济生活的主力人群。
中新社

飞行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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