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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两端发力打造新引擎

明年经济增速料“前低后高”

展望2016年，业内人士认为，经济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逐步回升，全年经济增速料呈现“前低后高” 态

势。明年作为“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有望激活。从供需两端结构性改革来看，经济新动力

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 在需求方面，将增加有效投资、推动消费升级；在供给方面，将加快创新驱动、扩大

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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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

扩大总需求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化解房地产库存，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4日召开会

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

城市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中国

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关于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 妥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

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推动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

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

好，完成了今年主要目标任务，使“十二

五” 规划胜利收官、划上圆满句号，也为

“十三五” 时期发展顺利开局和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

十分重要。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善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按照“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

开放，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

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

策要实、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加强结构性

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提高投资有效性，加

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

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

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努力实现 “十三

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要抓

住关键点、打好歼灭战。 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

发展动力和活力。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

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

场出清。 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

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

打出一套“组合拳” 。要化解房地产库存，

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

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

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扩大有效供给，保

持有效投资力度，着力补齐短板。 要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要深化改革开

放，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加大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下转A02版）

美加息“靴子”落地在即 全球股市震荡分化

□

本报记者 杨博

美联储本周将召开年内最后一次

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计将宣布9年来

的首次加息。 受加息预期影响，金融市

场避险情绪升温，全球主要股指近期普

遍走低。 分析人士认为，美欧发达经济

体货币政策取向出现严重分化，必将对

未来全球流动性格局产生复杂影响，市

场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股市表现

将有所分化。

流动性担忧加剧

自10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以来，美

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市场对

流动性的担忧加剧，全球股市遭遇了新

一轮抛售潮。 上周美国股市大幅收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周下跌3.3%， 标普

500指数下跌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4.1%。 欧洲市场同样表现不佳，英

国富时100指数全周下跌4.6%， 德国

DAX指数下跌3.8%， 法国CAC� 40指

数下跌3.5%。

12月14日， 亚太市场追随美欧市

场走低。 日经225指数在上周累计下跌

1.4%后，14日收盘进一步下跌1.81%；

韩国综合指数上周下跌1.3%，14日下

跌1.2%。 在此前的今年夏季，受美联储

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全球股市也

曾出现一轮“大撤退” 。

最新统计显示， 全球近30个主要

股市自今年最高点以来的跌幅已超过

10%。 巴克莱股票策略主管伊恩·斯科

特指出，全球股市从高峰到低谷的下跌

伴随着国际投资者的积极抛售。粗略估

算，今年夏季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仅

次于1987年股灾和2008年美国住房市

场崩溃时的资金回撤规模。

投资者对流动性趋紧的担忧还体

现在美国垃圾债市场的抛售潮上。近几

个月， 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显现抛售

潮，推动整体垃圾债收益率冲击4年多

高位。 多家机构分析师表示，垃圾债是

反映市场风险偏好的先行指标，与股市

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美国高收益债券

跌跌不休可能意味着市场流动性持续

紧张，股市也会承压下跌。

股市步入震荡期

分析人士认为，从前几次美联储加

息的情况来看，当时不仅发达经济体整

体上同步复苏，而且美国经济的强劲复

苏引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因此美

联储加息往往会拉开发达经济体货币

政策紧缩周期的序幕。 但此次有所不

同，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明显

不一，货币政策取向分化严重，必将对

未来全球流动性格局产生有别于以往

的复杂影响。在美欧货币政策分化的背

景下，市场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

股市表现将有所分化。

贝莱德智库在日前发布的2016年

投资展望报告中预期， 明年股票的回报

率将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最初几年的水

平。 贝莱德智库环球首席投资策略师华

逸文表示， 全球股市的波动率已由今年

夏季抛售浪潮时的高位回落， 大部分资

产的波动率也重返至20年来波动率的中

位数附近，但市场很可能重现波动。当市

场上投资者情绪转差时， 投资于具有一

定规模的科技和医疗类等优质企业是应

对市场势头转变的有效方法。

摩根大通衍生品业务主管柯兰诺

维奇认为，美联储加息可能触发美股约

2150亿美元的大规模止损单， 对股市

构成极大的冲击，（下转A02版）

混合型基金11月大扩容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 开放式混合型基金11月扩容

迅速，新成立49只产品，总量达1140只。 总份额规模达17731.09亿份，

环比增长16.5%；净值规模达21529.41亿元，环比增长18.5%，较年初

增长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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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天平摆动 跨年行情酝酿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经历上周的连续缩量整理后，孕育变盘可能，随

着本周美联储加息“靴子” 落地和打新洪峰过境，扰动因素将弱化、消

失，多空力量强弱对比出现积极变化，加上时间窗口进入12月后半月，A

股跨年行情有望逐步启动。 不过，14日成交量并未有效放大，量价配合

不佳，预计行情仍将波动前行，反弹力度取决于增量资金进场情况。

A07�公司新闻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中远航运择机进一步调整优化业务板块

在中远航运14日举行的网上投资者说明会上， 公司总经理韩国敏

表示，未来公司将择机对业务板块进一步调整优化，继续围绕特种船主

业，抓住“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及行业政策提供的机遇，加大业务开拓

力度，推动航运主业转型升级。

新三板分行业审查指引有望出台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综合事务部总监贾忠磊表示，新三板挂

牌准入标准将进一步细化，将制定分行业的审查指引；同时推出挂牌公

司发行公司债券，推出开展挂牌股票质押回购和线下业务试点，进一步

完善优先股体系，以进一步提升市场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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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美元弱不是真的弱

分析人士认为，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并不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

定，市场主体不应只盯住美元，而应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 CFETS人

民币汇率指数的发布为市场观察人民币提供了量化指标。 这意味着，中

国汇率政策已由盯住美元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保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

稳定将让位于对一篮子货币稳定。 从中长期基本面看，人民币汇率保持

基本稳定是有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