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定調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於15日在
京召開。對照以往換屆年的做
法，預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將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
前國際國內形勢，對明年
經濟工作提出總體要求和
主要任務。與此同時，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將
就明年經濟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李克強也
可能會在會議上發
表講話。

目前市場普
遍預期，今年
全 年 GDP 增
速將達到甚
至超過7.8%
，高於年初
政府釐定

的7.5%

增長目標，但是，習近平南巡廣東時指出
談到當前經濟形勢錯綜複雜快速變化，要
求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結果，據此思路
來看，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重視政策
的穩定性，對明年的經濟增速目標不會定
得太高，估計仍會定在7.5%或以下。

調整結構 效率優先
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要從戰略角

度對宏觀經濟做出規劃和部署。時逢換屆
年，本次會議不僅將為明年經濟政策定調
，更會影響未來數年的經濟施政方向。

在穩中求進的背景下，過去刺激增長
的經濟短期行為將服從於重視 「效益和質
量」 的新思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科
院經濟學部主任陳佳貴強調說，當前宏調
措施既要解決穩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
題，又要採取穩妥的措施，解決影響中國
經濟長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以促進中
國經濟平穩、較快和可持續發展。

分析指出，效率優先將成為宏觀經濟
政策制定者追求的關鍵目標，也是改革要
達到的主要目標。事實上，儘管和早年相
比中國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但經濟結構調

整帶來的效率提高效應正在顯現。以製造
業和非製造業的比例關係為例，今年首三
季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43.8%，
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2個百分點。

民生為本 倒逼改革
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透露出不少民

生為本、富民惠民的政策取向，而宏觀經
濟政策也將影響國民的福利和幸福感。在
官民互動達成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共識的
基礎上，今次會議有關重點領域改革、增
進內需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新
「提法」 受到關注。

值得期待的是，城鎮化加速將倒逼教
育、醫療以及戶籍等領域改革，從而改善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並增進民生。亞洲開發
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萬廣華告訴大公報記者
說，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熟稔城鎮化發展的
要義。對於中國千頭萬緒的改革領域而言
，城鎮化無疑將成為全面提升社會公共服
務水平的催化劑。 「如果排序的話，戶籍
制度改革排在第一位，教育和醫療緊隨其
後」 。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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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底例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15日及16日
召開，市場預期明年將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對股市
構成支持；市場預期會議可能出台新城鎮化相關政策、
推進金融改革，以及首次談及流通體制改革，帶動有
關板塊走強。滬深兩股市今日雙雙高開後，券商、保
險、銀行等板塊相繼拉升股指上行，市場做好熱情
全面爆發，兩市合計超過50隻股票漲停板。

幾乎收回全年失地
截至收盤，滬綜指報2150.63點，漲89.15點

或4.32%，是2009年9月3日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深成指報8530.90點，漲359.55點或4.40%。
本周滬綜指累計漲 4.31%，深成指累計漲
4.17%。兩市全日成交額創出近期天量，共
成交2082.6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滬
市成交1174億元，創下近七個半月高位。

數據顯示，從今年 11 月 15 日習近平
接任總書記職務直至昨日，滬綜指共漲
120.34 點，約 5.93%。去年底的滬綜指
數為 2199 點，年中以來反覆下跌，但
經過近日來的大幅返彈，尚差49點便
收復今年所有失地。

對於股市大升的原因，第一財
經網認為，上周舉行的中央政治
局會議上，明年經濟工作安排
的基本框架已經較為明晰， 「要
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
中心」的表述也讓外界眼前一
亮。

而在經濟增長的動力方
面，以往依靠資本形成驅
動的爆發式增長可能更多

地讓位給消費等長效拉動機制，而城鎮化將發揮尤其重要的作
用。學界預計，中央或為此出台專門的配套政策。

華西證券分析師毛勝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本周末
召開，市場普遍樂觀預期有利好政策出台，以及新公布的PMI
數據，進一步確認經濟恢復的態勢，對市場大漲提供了有力支
撐。另一方面，新公布的12 月滙豐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
指數）初值續升至 50.9，創下 14 個月最高位，表明在內需拉
動下，中國製造業活動進一步擴張，經濟復蘇動力持續增強。

市場預期利好政策出台
盤面觀察，板塊全線上漲，倉儲物流、券商、保險、農林

牧漁、銀行、地產等板塊漲幅居前；個股普遍上漲。中央經濟
會議將討論降流通成本，倉儲物流板塊漲幅第一；城鎮化熱點
持續活躍，建材板塊漲幅居前。

毛勝表示，隨着經濟數據的好轉，市場信心正逐漸加強。
目前金融板塊特別是銀行股估值非常低，一旦投資者信心恢復
，其估值和流動性優勢，以及資金從白酒等高估值高成長股調
倉至銀行股都將促使其反彈延續。

新一輪 「牛市」 仍有難度
對於新一輪 「牛市」是否拉開序幕，東興證券分析師孫征

指出，按照國際標準，小牛市要自低點反彈 25%，從 1949 點
漲 25%是在 2450 點上下左右的位置，短期來看仍有難度。他
認為，目前討論牛市為時過早，現在行情表現為中級反彈的確
立，可持續到明年一季度的中期，在漲幅達到一定程度後，明
年二季度負面消息會紛至沓來。

孫征認為，滬綜指自 1949 點反彈以來，金融股與基建股
強力拉抬，這體現出市場反彈的節奏性有先有後。第一輪是金
融和基建，上述兩個板塊的主導性行情尚未有結束跡象；第二
輪是在主線板塊上的外延擴張，金融改革類股，城鎮建設類股
將有所表現；第三輪，業績不太好的創業板和中小板的超跌類
股也會反彈，這是本輪反彈的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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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中央經濟會議利好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四日電】位於
長安街上的京西賓館，與百米之外的中華
世紀壇遙遙相對。一年一度的中央最高級
別經濟會議，通常在這裡舉行。飄灑了一
整天的雪花過後，十幾名軍人手持鐵鍬打
掃積雪，西門裡擺放的假山石包裹了一層
銀白。大公報記者在周邊觀察，和往年相
比，全副武裝的特警和來回巡邏的警察數
量明顯減少，給人以寧靜平和的感覺。

記者看到，14 日已經有不少帶有會議
出入證的車輛進出京西賓館。在正門外，
除了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察外，只有幾名佩
戴證件的工作人員，周邊行人也都可以正
常行路。

中央早前出台多項鐵律，提出輕車簡
從不擾民，文山會海要治理。中央高層以
身作則，早前習近平在廣東調研時，其不
封路、不清場的親民作風廣受好評。

京西賓館
今年格外平靜

深深滬滬AA股股

穩中求進更重視效益
本報記者 李 理

學者關注
結構調整金改

【本報記者葉勇、倪巍晨上海十
四日電】針對即將召開的2013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大公報記者就政策期待問
題專訪了經濟領域知名專業人士。記者發
現，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改革是他們最多
提到的領域。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表示
，期待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能多談
論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在實質上有
所突破與改正。首先，中國外貿多年來追
求數量及速度，但缺乏品牌和品質，這樣
不利於未來經濟的發展；其次，希望本次
經濟會議能在匯率制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今年9月以後，人民幣持續升值對國內貿
易的殺傷力很大，只有對現行匯率制度進
行結構性的配置與改革，才會對國內企業利
潤的保全，以及企業未來效益的發揮帶來益
處。

同濟大學財經與證券市場研究所所長石
建勳教授表示，在經濟結構轉型方面，國家
要設計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特別是在城
鎮化、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等方面給予
政策扶持。以新能源領域為例，目前國家僅
出台了產業政策，卻沒有與之配套的消費政
策。

改變股市圈錢本質
「國家對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要

有新的舉措和思路，股市問題處理不好不僅
影響實體經濟，同時還會影響民眾的消費信
心。建議有關部門積極完善相關制度，特別
在新股發行（IPO）制度方面有所考量，通過
改變股市的 『圈錢』 現狀，讓市場中的廣大投
資者有所回報。」 石建勳說。

譚雅玲還認為，儘管經濟數據出現回暖跡
象，但未來經濟的風險和壓力並未消除，國內
企業的利潤和經營體制仍處下滑狀態，該局面
若不得到扭轉，就可能對國內宏觀經濟構成較
大的負面影響，管理層未來應當準確地利用金
融工具，來維護並做強中國的實體經濟。

石建勳提到分配體制改革。 「這方面的改
革不僅要限制壟斷，同時更要促進國內中小企
業的發展與創新，並限制未來國內收入分配差
距的擴大。」

1111月月1515日日
收報收報20302030點點

1212月月33日日
收報收報19591959點點

1212月月1414日日
收報收報21502150點點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常在
京西賓館舉行 李理攝▲自習近平 11月 15

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以來，滬指共升120
點，升幅5.9%

▶市場期望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能夠關注經濟結
構調整和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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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升勁升

「春江水暖鴨先知」 ，就在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即將召開之際，內地深滬兩
股市強勢反彈，滬綜指今日放量大漲
4.32%，創下3年來單日最大漲幅，成交
量亦創逾七個月來新高。分析認為，市場
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出台經濟利好政策有
憧憬，股指短期走勢強勁，但單日漲幅過

大，短線預料將會有一定震盪。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四日電】

▲城鎮化是中國當前最大的結構調整，
也是最大的改革紅利。圖為重慶市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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