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國新一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最權威
的風向標。回顧最近十年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時間，僅二○○二年的經濟工
作會議為期兩天，其他九次會議召開了三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常在十
一月底十二月初召開，此次召開時間為近十年來最晚的一次。

增長目標料仍為7.5%
中共十八大後，新領導人在不同場合的表態，均以 「促進經濟持續健

康發展」代替 「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等提法。十二月四日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明確傳遞出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廣州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亦重申穩中求進的工
作總基調。

臨近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各方關於明年經濟增長目標的預測趨於一致
。中國銀行今日發布的國內外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展望報告認為，二○一二
全年GDP將增長7.8%左右，略高於7.5%的調控目標。報告認為今年政策
調整明顯不及市場預期，反映了政府減少干預、更希望市場依靠自己的力
量來調節經濟的傾向。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表示，包括二○一三年在內的未
來若干年，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並存，經濟增速維持
在7%至8%之間將成為 「新常態」。

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經濟學家左小蕾此前接受本報訪問時也認為
，7.5%的增長目標是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經濟增速的趨緩
是中國主動進行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必然表現，也考慮到了中國經濟過
去高增長的基本環境和條件的變化。

貨幣政策預計微鬆
中國銀行報告預計二○一三年央行貨幣政策將較二○一二年微鬆，貨

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依次將是逆回購、匯率、準備金率和利率，商業銀行存
貸款利率的調降空間不大。財政政策上，由於我國財政赤字率較低，因此
財政政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以實現短期穩增長和長期調結構的
統一。另有研究人士也預計 「穩」的基調不變，明年宏觀經濟政策仍將延
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將安排增加一定的財政赤字，令
政策更具靈活調整的空間。

此外，經濟工作會議在其他領域 「求進」的安排中，十八大報告所提
出的 「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被視為
新一輪改革的重要目標。

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裡先
後四次就城鎮化發展問題發表意見，引起外界高度關注，他強調 「中國未
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這將有利於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這番表態顯示城鎮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政治局會議也再次提出 「要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
平，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財經高官人事更迭也是近期經濟工作的一大看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結束後，一系列核心財經部門的人事調整將提上日程，預計涉及央行、財
政部、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及部分金融監管部門。

有分析指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是外界洞悉中國新一代領導人
關於經濟政策安排的 「窗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保持中國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也將為後續改革的操作打開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關 昭

兩元考驗勞資合作及施政能力 不信任動議多餘無效

社 評 井水集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天宣布，
接納 「最低工資委員會」 提出的建議，
由明年五月一日起，本港法定最低工資
將由每小時二十八元調高至三十元。有
關決定仍有待下周立法會審議通過。

最低工資在本港經過長時間議論，
直到去年五月才塵埃落定， 「頭炮」 定
在二十八元。而實施一年半以來，情況
良好，一些人擔憂的企業裁員 「縮皮」
、小商舖倒閉、 「三個人工夫兩個人做
」 等問題並沒有出現；相反，基層勞工
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心情比較愉快；
一段時期以來個別無良僱主刻意壓低工
人工資、出現低於二十元時薪以至攞
「綜援」 好過打工的不正常現象得到遏

止，貧富懸殊和社會戾氣也得以減緩。
因此，事實已經證明，本港實施法

定最低工資，是有條件、有必要和有成
效的，今後應進一步健全和推行下去，
使之更好發揮促進勞資關係、推動經濟
發展和有助穩定社會的作用。然而，
「頭炮」 打響了，眼前這兩元的調升，

卻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事實是，就在最低工資委員會為兩

年一度的檢討作準備的過程中，勞資雙

方有關團體已經 「擺明車馬」 各不相讓
，勞工團體先 「開價」 三十五，後調低
至三十三，而僱主團體則先 「企硬」 二
十八不加，後又 「鬆口」 提出三十元的
「底線」 ……。

當然，在 「拗數」 過程中，勞資雙
方各有所據，勞方羅列房租、食物、交
通、子女學費書費無一不加，最低工資
不調高難以追上通脹；資方則強調經濟
持續不景氣、生意難做，實非加工資的
適當時機。

如今答案揭盅，最低工資委員會
「中間落墨」 ，不接受三十三、也不停

留在二十八，而是提出了 「溫和漸進式
」 的三十元。而面對兩元的加幅，勞工
團體表示不收貨、僱主團體也有微詞。

因此，眼前必須提出的是，兩元即
百分之七點一的加幅，堪稱溫和，三十
元的最低時薪也不算過分，勞資雙方應
本着當日創立最低工資、定位二十八元
的建設性態度，互諒互讓、求同存異、
各行一步，促成這次最低工資的首次調
整改革。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眼前，反對派
和亂港傳媒正唯恐特區不亂，梁振英政

府則處於弱勢，三十元的最低工資修訂
方案拿上立法會之日，須防又是一次
「逢特必反」 鬧劇上演之時。反對派特

別是李卓人、何秀蘭等人的 「職工盟」
、 「工黨」 為達到阻撓施政、撈取選票
的目的，必然猛唱反調，指責政府偏幫
資方，而工聯會格於形勢，更不能把維
護工人權益的職責拱手相讓，必然也會
據理力爭。而代表飲食業等業界的功能
組別議員，同樣基於自身經營利益以及
界別選民觀感的考慮，也不能不 「企硬
」 反對三十元及再 「加碼」 。如此一來
，法定最低工資三十元的調升方案很可
能又會處於腹背受敵、 「兩面不是人」
的境地，問題不易解決。

而且，繼最低工資之後，法定標準
工時亦已開始提上日程，勞資雙方的着
眼點將不僅限於 「區區」 兩元之數，關
係會更形緊張。

在此情形下，唯一需要強調的依然
是一句老話：勞資雙方、合則兩利、鬥
則兩損，良好的勞資關係是可貴的，而
特區政府更必須作好準備，及時調整對
策，呼籲各方顧存大局，避免事件被反
對派 「騎劫」 及政治化。

反對派議員昨日在立法會提出對
特首梁振英的 「不信任動議」 ，理所
當然被否決。

說理所當然被否決，是因為以梁
振英山頂物業的僭建問題而要迫其下
台，根本是於情不符、於理不公、於
法不合，又豈能讓反對派得逞。

事實是，梁振英山頂物業僭建問
題，處理不當、交代不清，表現是未
能令市民滿意的；但一件事情上的處
理不當、交代不清，於其依法當選、
中央任命，於其服務市民的決心和承
諾，包括上任以來在其他施政表現，
包括加快公營房屋供應進度、雙非孕
婦 「零配額」 、發放長者生活津貼、
重設扶貧委員會、推行新界東北拓展
計劃、與粵省珠三角加強經濟融合
……等，何者是主、何者是次，在衡
量是非、得失上，何者是個人錯失、
何者是港人社會的共同利益，孰輕孰
重、孰先孰後，是一目了然的。

毫無疑問，梁振英處理個人物業
僭建問題有失，但他落實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依照基本法辦事的決心，發展香港經

濟、改善社會民生的承擔和能力，應
該不致被懷疑，更不應被全盤抹殺與
否定！

所以，如果說要不相信梁振英的
為人、要質疑他治港的能力，那麼，
最好的辦法，不是叫他下台，而是要
讓他繼續工作下去，從而再進一步觀
察他的誠信、考驗他的能力，看他是
否能如其參選政綱所言，落實所有承
諾，真真正正幹實事，帶領香港經濟
進一步與國家 「十二五」 規劃融合，
加快公營房屋供應，解決已困擾港人
社會多年的經濟缺乏新增長點及樓價
不斷上升的 「老大難」 問題。

未來的日子，需要給予時間和空
間，讓梁振英和他的團隊有機會拿出
「看家本領」 ，落實明年一月發表的

首份施政報告，再接受市民和社會的
考驗。

反對派現在亂提 「不信任」 動議
，多餘兼無效，他們的目的根本不是
要解決僭建問題，而是要扳倒梁振英
、進一步抗中亂港而已。

中央經濟會議周末召開
穩基調不變 求進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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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今日向本報證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十
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召開，屆時將為未來一年的宏觀經濟
政策 「定調」 。有分析指出，根據此前中央高層一系列表
態所釋放的信號，此次會議料將聚焦於 「經濟持續健康發
展」 ，更加注重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此外，重點
領域改革推進、擴大內需等議題亦將成為此次會議的重要
看點。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二日電】

近年經濟工作會議回顧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整理）

時間

12月9日至10日

11月27日至29日

12月3日至5日

11月29日至12月1日

12月5日至7日

12月3日至5日

12月8日至10日

12月5日至7日

12月10日至12日

12月12日至14日

定調內容

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鞏固宏觀調控成果

繼續搞好宏觀調控

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

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

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

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獲獎名單
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

郭鶴年
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梁穩根
馬 雲
楊元慶
寧高寧
王健林
張維功
胡問鳴
宋志平

郁 亮
關錫友

（本報記者扈亮製表）

嘉里集團董事長

三一集團董事長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聯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外部董事、董事長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瀋陽機床集團董事長、總經理

在河南省西峽縣產業聚集區的一家大型中藥製藥企業內，
工人們在車間內完成濃縮丸的生產流程。河南把產業集聚區建

設作為新型工業化的先導區域，以產業集聚支撐城鎮化，推動產城互動融合。新型工業化、信息
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被視為新一輪經濟改革的重要目標。 資料圖片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二日消息：時值
歲末，針對仍處於低位運行的中國經濟發展現
狀，多位知名專家十二日在北京呼籲，應着力
深入落實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無論從此前連續七個季度下行的 GDP
增速，還是較為寬鬆的 『煤電油運』狀況，中
國經濟下滑之勢清晰可見。」在十二日召開的
中國新聞社財經專線 「二○一二年度經濟形勢
分析會」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
坦言。

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姚景源的上述研判，代表了當日與會多數

專家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亦稱，近期以來，儘
管中國經濟出現觸底回升的跡象，但基礎還不

牢固。 「今年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企業經
濟效益明顯低於去年」。

「從表面上看，世界經濟復蘇緩慢、需求
不振導致的出口受損是中國經濟下滑的直接原
因。」姚景源分析。

李雪松對此表示贊同，他進一步指出，受
歐債危機與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影響，二○一二
年中國出口增速顯著回落，國內經濟發展面臨
的困難增多。

「可以說，除了房地產，中國幾乎所有的
經濟指標都遜於預期。」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
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指出，中國經濟下
行的壓力在加大。

「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
投資和出口。」姚景源指出，雖然自一九九七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擴內需、轉結
構、調整增長模式方面已有成績，但 「缺少實
質性進步」。

尋找經濟新增長點
袁鋼明則呼籲，中國必須徹底反思此前過

度依賴外需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重新尋找中
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國內外目前存在許多不確定、不穩定因
素。要堅持改革開放，保持改革紅利，着力點
應放到增長的自然效應」，姚景源強調。

針對未來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的發展，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
新育以 「糟糕」和 「不妙」概述之。他在發言
中警告，當前世界經濟主要風險是，負債水平
過高，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可能遭遇重挫。

李雪松指出，對於二○一三年的預期 「只
能是謹慎樂觀」。他建言，中國必須對國際經
濟可能面臨的下行風險保持警惕，必須保持足
夠的政策彈性和政策儲備，以應對國際經濟風
險。

經濟低位運行持續
專家：轉變發展方式亟待落實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二日電
】2012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
選今晚揭曉，嘉里集團董事長郭鶴
年獲得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
獎。今年的頒獎晚會主題為 「實業
的使命」，包括三一重工梁穩根、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兼 CEO 馬雲、
萬科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郁亮在內的
多位 「實幹家」當選 2012 年中國
經濟年度人物。

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由中央
電視台主辦，被譽為中國經濟界的
「奧斯卡」獎。今年評選的六大標

準為推動力、影響力、創新力、領
導力、社會責任、年度貢獻度。

評選委員會的專家學者發現：
「那些極具全球眼光和戰略判斷的

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恰恰在看似不
利的大環境下逆境求生、借勢擴大
、擇機做強，構成中國經濟全球化
圖景最生動的元素和符號。」扎根
實業的強勢生存哲學讓一眾中國企
業家站立在全球經濟的潮頭。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作為實業
家所追求的永遠不變的主題，今年
經濟年度人物創新獎授予了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公司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任務團隊，在克服重重挑戰之後，

中國航天人已經打造出世界水準的全球定位系統。
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嘉里集團董事長郭鶴年，先是享

有 「亞洲糖王」的美譽，後來又有 「酒店大王」之稱，
他的事業還不僅限於此，從白糖、酒店、房地產、船務
、礦產、保險、傳媒到糧油，他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
王國，也創造了無數的奇迹。他也是樂善好施、心繫天
下的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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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頒獎盛典在北京舉行，
圖為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左）和阿里巴巴
集團主席馬雲領獎 中新社

▲內地光伏產業眼下正遭受行業過度擴張
所產生的 「陣痛」 ，產能過剩、部分企業
創新不足；國際上 「虎視眈眈」 ，雙反調
查、高額徵稅等嚴苛的限制政策層出不窮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