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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視角
在連續八年預期目標確定為8%之後，中國今年首次將

GDP增速目標下調至8%以下。對於上述調整，國家發改委主
任張平表示： 「把今年增長的速度預期目標定在7.5%，是為了
使發展速度逐步和 『十二五』 規劃目標相銜接。」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五日電】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五日電】面對各地試圖採取
不同變通辦法，消解房市調控政策的衝動，作為國家
宏調核心部門，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今天強調說：
「中央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繼續堅持房

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各項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地產業長
期健康穩定發展。」

促進房價合理回歸
兩會前夕，繼蕪湖放鬆房地產政策被中央叫停後

，作為一線城市上海所公布的樓市放鬆措施亦成為短

命政策。去年以來，中央對各地的樓市放水政策貫徹
了露頭即打的強硬政策，溫總理在今天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明確強調： 「要嚴格執行並逐步完善抑制投機、
投資性需求的政策措施，進一步鞏固調控成果，促進
房價合理回歸。」

在今天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發布
會上，面對記者提出各地 「房市衝動」的提問，張平
似乎並未即刻意會媒體所造新詞，在反覆與記者確認
兩次後，才就上述問題進行回答。他強調說， 「房地
產業對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有很大影響，現在一些地
方為了鼓勵購房採取的 『衝動』舉動，中央政府的態
度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繼續堅持房地產業宏觀調控
的各項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

建立調控長效機制
張平還透露，在堅持現行政策措施的基礎上，發

改委正在研究建立房地產宏觀調控的長效機制。不過
，他也指出，從近期調控目標來說，我們還是希望房
地產的價格能夠有一個合理的回歸，這也是總理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的。

張平分析道，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佔有很
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房地產作為投資，可以直接拉動
經濟增長，而它的產業鏈比較長，帶動作用比較大。
另一方面，房地產對解決 「住有所居」問題至關重要
。他表示，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房地產投資增長很快

，但在發達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一線城市，
房價上漲過快，房地產業出現了畸形發展的狀況，房
價超出了群眾的承受能力。張平特別強調說： 「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從美國的房
地產發端的，目前歐洲一些國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
題也都和房地產業有關。」對於目前中國政府採取的
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 「這對於促進房地產業的健
康發展是完全必要的。」

他透露，發改委將配合、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
究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努力增加
普通商品房的供給能力，特別是增加中小戶型、中低
價位住房的供給，堅決抓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促進
房地產業能夠穩定發展。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記者
龐旭北京五日電】在內地貧富差
距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成為政府施政重點之一
。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收入分配不公
造成普通民眾怨氣連連，他們建
議，政府未來應對農民工等弱勢

群體充分給予住房和醫療保障。不過，委員們大多不
贊成直接將最低工資標準大幅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見圖）表示，與 2009 年
相比，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已經提高90%，惟早前
制定的標準起點太低，未來仍有進一步提高空間。不
過，最低工資標準是一把雙刃劍，一旦調升幅度過大
，將造成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因此，他建議通過增加
福利，穩定物價等其他方式增加勞動者收入。他強調
，隨着農民工逐漸轉變為城市居民，政府需向這些弱
勢群體提供廉租房以及教育和醫療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劉克崮說，政府工作報告對分配未
能有完整的體系性構思，他希望本屆政府可以針對此
問題做更細緻研究。劉克崮舉例稱，分配體制改革涉
及政府內部、政府企業家庭以及不同性質企業等多個
層面，未來應綜合利用稅收等手段進行改革調整。

全國政協委員王超斌表示，分配體制改革遲遲未
有進展，基層民眾對此存有意見。他呼籲收入分配體
制改革應從公開政府公職人員收入開始，將透明化貫
穿改革始終。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中國全年GDP增長9.2%，四季度增長8.9%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9.7%，二季度增長9.5%，三季度增長9.1%，四季度
增長8.9%。年內GDP增速已經連續四個季度回落。

張平說，從趨勢來看，到去年下半年特別是四季度，中國GDP增速有放緩的
趨勢，這反映出中國自身面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

張平強調，去年9.2%的GDP增速仍處 「較快區間」。他認為，這一增速的實
現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其目的是要更好地貫徹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發展路子。同時，適當地放緩增長速度有利於緩解
供求之間的矛盾。

外部環境不容樂觀
張平表示，2011年經濟增速比上年減緩1.2個百分點，但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

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所以中國經濟發展還處在一個可以長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
軌道上，我們仍處在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張平指出，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經濟增速定在7.5%，比去年實際增速又下調
了1.7個百分點，比去年計劃又下調了0.5個百分點。他解釋說，之所以作出這樣
的安排，是客觀反映經濟發展走勢和趨勢。國際經濟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外部環境
不容樂觀。在嚴峻複雜的形勢面前，7.5%也是一個不低的增長速度。

逐步向 「十二五」 目標靠近
中國政府在 「十二五」規劃中提出， 「綜合考慮未來發展趨勢和條件， 『十二

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
對於今年經濟增速目標的調整，張平亦表示， 「這是為了使發展速度逐步和

『十二五』規劃目標相銜接。由於 『十二五』規劃經濟增長目標是按照7%來考慮
的，所以去年定在8%，今年定在7.5%，這樣逐步向 『十二五』目標靠近和銜接。
他指出，把經濟增長速度適當放緩一些，可以緩解供求矛盾、緩解資源與環境的約
束、緩解物價上漲的壓力，把更多的注意力能夠用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
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

法新社援引高盛銀行的研究報
告稱，中國總理溫家寶把 2012 年
的增長目標定在 7.5%是一項明智
之舉，它可以看做是中央政府的一
種姿態：地方政府不應該只注重
GDP。

報道稱，中國開始尋求督促地
方政府把重點放在經濟增長的質量
而不是速度上面，與此同時尋求出
口拉動之外的其他經濟增長引擎，
比如國內消費。

自 2005 年起，中央政府連續
七年將GDP的增長目標設為8%。
經濟學家提醒，增長目標不應該只
從字面上理解，而是作為對世界和
各省官員釋放的信號，即中國政府
是認真對待轉變經濟增長驅動力的
問題，將重心轉移至國內消費。

增速或仍達8.6%
《聯合早報》引述分析師認為

，今年中央政府財政赤字佔 GDP
比重略升至 1.7%或 9000 億元人民
幣，較 2011 年 1.1%的實際水平略
有擴張。政府將對中小企業、服務
業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結構性
減稅，同時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
保障性住房、社會福利、三農的投
入。

2011 年，中國政府訂立的增
長目標是 8%，最終實現的實際增
長是 9.2%。《金融時報》報道稱
，預計在逐步放鬆的政策之下，今
年中國經濟增長前低後高，全年增
速或將達到 8.6%。而伴隨着海外
經濟有所好轉，特別是歐洲債務危
機轉好、國內積極政策效果持續顯
現、新一屆政府上台，2013 年經
濟增長比 2012 年將有所恢復，全
年經濟增速或將達到9%。

投資者不會逃離中國
印度第一大財經門戶網站

Mon-eycontrol 報道稱，順利換屆
的政治需要將使得中國成功避免硬
着陸的風險。政府的口頭禪變成了
「微調」經濟政策，包括調整稅收

、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減少繁
瑣的規則等。

紐約諮詢公司 HighFrequency
Economics 的首席經濟學家卡爾．
溫伯格認為，在人民幣堅挺、外部
風險又如此大的情況下，外國投資
者並不會逃離中國。 「即便中國的
GDP 增速放緩，它仍將快於世界
上其他經濟體。巨大的資本回報率
是有保證的，考慮到歐元區身陷困
境，中國仍然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我們不懷疑投資者會放棄它。」
卡爾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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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經濟增長定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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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房市調控政策不動搖

經濟目標從量轉質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5日報道，對於大陸

近 8 年來首度把經濟增長率下調至 「8」以下，專
研大陸經濟改革的中華經濟研院所第一研究所研究
員史惠慈接受訪問表示， 「這個數字還可以接受」
， 「還不算差」，可看出大陸 「真的有心要調整結
構」，而非像以往一味瘋狂追求 GDP 的增長。從
這點來看，大陸經濟至少不會硬着陸，這對於全球
及台灣經濟而言，都是有利的。

台股因受到大陸今年經濟增長率僅7.5%影響收
盤指數跌逾百點，回測8000點。對於此消息引發兩

岸三地股市震盪，施羅德投信
投資長陳朝燈認為，投資人其
實不需對數字過分解讀。他說
，十二五的目標其實是要從
「量」的發展，轉到 「質」的

發展，要看的是質的改變是否
對大陸長期經濟展望是正
面，其他數字上不管是 8

是 9 或是 7，其實沒
那麼重要。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5日報道，中國國家發
改委主任張平5日在北京召開的介紹 「經濟形勢與宏
觀調控」發布會上表示，去年節能減排目標任務完成
不夠好及通脹調控目標未得以實現。

「去年，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節能減排目標任
務完成不夠好，具體涉及到六個指標中沒有完成的有
三個。」張平說。

總理溫家寶5日上午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作政府工
作報告時提到，2011 年，中國節能減排目標沒有完
成。這或意味着在 「十二五」的餘下四年，完成中國
能源消耗強度、碳強度下降的指標任務更加艱巨。

張平介紹，沒有完成的三個指標，
一是能源消耗的強度，單位 GDP 能耗
年初目標是下降 3.5%左右，但去年實
際只下降2.01%。受此影響，單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也未能完成。

張平分析，造成上述兩項指標未能
完成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由於南方地
區的乾旱。降雨減少以後，水電沒有完
全 「出力」，導致能源結構特別是電力
結構中，火電增長幅度很大，同時水電
是下降的，從而使得單位 GDP 二氧化
碳排放量下降幅度還不如能源消耗強度
的降幅。

張平特別指出，第三個沒有完成的
指標就是氮氧化物的排放：年初目標為
下降 1.5%左右，但實際結果不僅沒有
下降，還增長 5.73%。 「可以用『大相
徑庭』這樣一個詞來形容。」他說。

「去年全年物價漲幅是 5.4%，沒有實現年初確
定的控制在 4%左右的目標。作為價格主管部門的
負責人，我今天也借這個機會做自我批評。」張平
說。

他說，去年在穩定物價方面，國家發改委做了大
量工作，這是 「客觀的事實」，但有一些工作還沒有
完全做到位，以至於調控目標未得以實現。

去年中國物價形勢可謂嚴峻，CPI增幅曾於7月
份一度達到6.5%，此後逐漸走低，至去年12月份，
CPI已回落至4.1%。5日上午，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
，今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要控制在4%左右。

最低工資標準
不宜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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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減排控通脹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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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改委主
任張平5日在北
京梅地亞新聞中
心就 「經濟形勢
與宏觀調控」 答
記者問時表示，
GDP增速目標定
在 7.5%，既客
觀反映經濟發展
的趨勢，也利於
使中國發展速度
逐步與 「十二五
」 規劃目標相銜
接 中通社

▲武漢首批公租房住戶5日搬進南湖新城公租房
小區，本次房源安置住房困難家庭169戶和新就
業職工148戶 新華社

委員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