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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会议指出

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攻克改革难点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12月3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他强调，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开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联动、主动作

为、蹄疾步稳、狠抓落实的好局面，呈现出

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在一些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和积

极成效，有力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等方面的工作。 明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气可鼓而不可泄，要

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铁、

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

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 刘云山、张

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4年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

《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

要举措2015年工作要点》。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把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作为中心

任务，凝心聚力，统筹谋划，把抓部署、抓

统筹、抓方案、抓落实、抓督办、抓宣传等

关键环节衔接贯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

进解决，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扎实推进，一

个方案一个方案有序推出，经济体制改革

领先推进，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协调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

革标本兼治， 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统筹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慎探路，党的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力度加大。

会议指出，2014年领导小组确定的

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此外中央

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

台370条改革成果。 这些改革，有的是具

有顶层设计性质的专项改革总体方案，带

有统领和指导作用， 有的是涉及多部门、

跨不同领域， 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有

的是议论多年、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

不动的硬骨头，还有的是具有积极探路性

质的改革试点，各地区也结合实际推出一

批有力度、有特色、有影响的改革举措。实

践说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

织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推进改革的决策机

制、统筹协调机制、督办督察机制、宣传引

导机制也是有效管用的。这些机制要继续

坚持和发挥作用。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

键之年，气可鼓而不可泄。 各地区各部门

都要认真回顾开局之年的工作， 总结经

验、找出不足、摸索规律，为今后改革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下转A02版）

欲借“名义账户”解困

养老金酝酿多元化投资渠道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李超

随着老龄化社会来临，养老金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改革亟待深化。 机

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给出“名义账户制”方案作为解困良方。 名义账户制可方便

在职职工缴纳养老金，便于养老机构对养老金基金进行统筹使用。

权威人士近日表示，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此前开展的“做实个人账户” 试

点难以为继，个人名义账户是下一步完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可选择模式。目前，相

关部门正在酝酿养老金多元化投资渠道，养老金参股国企改制上市等顶层设计方

案正在酝酿。

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推进年金发展，使保险业在这一过

程中有所作为。

养老金财务困境将现

专家认为，我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支付高峰将加速到来，预计在

2030年左右，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力。 未来30到50年，养老问题将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我国不但需要多渠道补充养老金基金来源，还需要尽

快改革运营管理机制，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统账结合” 模式，即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专家表示，未来可能产生养老金缺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 隐形债务在转制时没有被支付；二

是应专款专用的缴费确定性的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形成空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达86.2万亿元，虽然不会立即造成当期财务严重

赤字，但会逐渐反映在未来财务账户上。 隐形债务将在未来现金收支中逐步转为

财务缺口，隐形债务越大，代表基金准备越不足，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困境将在未来

年份中呈现。（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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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行情频现

巨震纠结年关

政策步入密集期

三方向布局环保股

高升水叠加天量持仓

期指狂舞剑指何方

实体融资需“近水”解渴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发改委近期连批数千亿元基建项目，

使今年以来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基建投

资规模已逾

1.5

万亿元， 还有数量众多的

各类地方投资计划。基建投资托底明年经

济态势已明，但不确定的是万亿元投资资

金来源何解。 尚处试点阶段的

PPP

模式、

恢复融资功能的股市或能助一臂之力，但

总量放松的货币、 信贷政策仍为主力，宜

在松紧适度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态势适

时加大总量宽松力度，通过流动性投放挂

钩实体信贷、窗口指导等手段推动资金流

向实体。

基建投资项目放量与融资渠道收窄

形成鲜明对照，实体融资难言乐观。 一是

房地产市场调整使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打折扣。尽管今

年一线城市土地出让收入颇丰，但

2015

年

延续高增态势可能性小，即使房地产政策

放松，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总体亦难再

演辉煌。 二是在堵后门、阳光化的加强政

府性债务监管下，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

及其部门举借， 不能通过企事业单位举

借，其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

度归还存量债务，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地方城投公司再融资形势总体堪忧。三是

PPP

模式尚处探索期，要有效平衡民资积

极参与、财政压力不大、项目收益合理既

要实操智慧，更需规模效应。 四是地方政

府偿债压力仍较大。

可以说，融资难、融资贵仍将是明年

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难题。央行持续注入

流动性， 特别是近期降息打开货币宽松、

利率下行空间，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

贵局面并未逆转， 带来的是股市火爆、资

金脱实向虚加剧的尴尬，使市场预期的降

准延后，宽松政策效果弱化，货币政策进

一步放松陷入两难。虽然资金向虚带来股

权融资热潮的好处，保守估计明年股权融

资总额在万亿元以上，但金融部门融资或

占不小份额。 在不良贷款率上升态势下，

银行有钱亦不敢投入实体，多种因素叠加

使融资困局短期未解。

要化解这种困局， 既要适当提高赤字

率，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需财政、金融政

策多管齐下，力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适时

加大总量宽松力度。 首先， 在通过专项发

债、定向投资基金等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功效的基础上，扩大赤字规模、

调升地方发债规模，财政政策更积极。

其次，在松紧适度原则下，货币政策宜

根据经济运行态势适时加大总量宽松力

度。综合各类经济指标看，外需减弱和高基

数将导致出口增速下滑，产能过剩、高库存

施压下的房地产、 制造业投资仍处下降阶

段， 经济总需求下滑态势至少会延续到明

年年中。这需要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流动性

投放等总量宽松政策适时出手。

通过非常规的总量放水手段提高金

融机构风险偏好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

美央行的主要做法，但亦陷入流动性陷阱

的尴尬，熬过较长时间后方见效。 我国货

币政策向来是总量宽松与结构化手段、窗

口指导并行，将流动性投放与实体信贷挂

钩的

PSL

、

MLF

应继续出手。 应大力发展

信贷资产证券化。

此外， 尽管以直接融资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仍是远水难解近渴，但大力发

展直接融资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以来，我

国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中企业债券融资占

比为

14%

，股票融资占比为

2.5%

，信贷融

资高达

60%

左右。 随着资本市场向好，明

年股市融资将明显活跃，宜进一步放松对

股市、债市融资管制，推动直接融资反哺

实体经济。

南北车“对等合并”方案出炉

铁路装备“巨无霸”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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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基金业协会新年三大任务

庄心一当选资本市场学院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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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量孕育基金业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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