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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紅利支持中國長期較快發展 白鴿切莫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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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發展
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故必須抓住新
機遇，努力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謀
求更大利益。這是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
最根本也最重要的理解，基本上判斷正
確：雖然中國也正面對眾多挑戰，但只
要處理得當，並能在穩中求進下積極進
取，則大可抑弊揚利，令得遠大於失，
繼續充實國力並提升國際地位。

明年經濟形勢現已較趨明朗，GDP
增長可止跌回升，而回升將是穩健而非
急劇反彈的，故質素較好而負面作用較
少。若外需不再嚴重惡化，則以今年基
數較低計，明年增長將可保八而回到較
正常的水平。與此同時，只要增長是穩
健回升，則通脹亦不致大升，可保穩定
高增長的較好宏觀經濟狀態。因此宏調
也應保持相對穩定，繼續施行穩健貨幣
及積極財政等政策，並同時對外源衝擊
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在歐美不停出台量
寬措施下，務必密切監控資本帳目流動
，以防資金突發性大進大出。

在宏觀經濟狀態趨穩回溫下，自應
對如何把握戰略機遇給予更多關注，務
求能從中增加獲益。為此須先澄清一些

觀點，其一是認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
（potential growth）已開始下降，或
將進入 「七上八下」 的 「新常態」 。然
而一些中國學者如林毅夫等，卻認為中
國增長率在二十年內應可保八，理由包
括後發優勢仍在，資金充足，而新工業
化及城鎮化等的擴展空間仍多。事實上
， 「新常態」 論等一類觀點偏於保守。
當然潛力雖在卻非定能實現，還要看其
他因素特別是政策能否配合，從而提供
有利的實現環境。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拉動經濟高速
成長的人口紅利、市場紅利和全球化紅
利等三大紅利，其效應已趨減弱，對維
持高增長將有負面影響。這與戰略機遇
期仍在的看法有別，但卻是以偏概全之
說：因只看到負面而未看到正面。中國
人口老化比預期快，確帶來了人口紅利
的減弱，特別是年輕勞力供給下降。但
另方面中國卻出現了新生的人才紅利：
每年產生大量的專上畢業生，還有在海
外留學及工作的人員。對這些 「人才池
」 若能善加利用，正好助推經濟升級轉
型。關鍵是要投資於建立高級產業，從
而創造高質素就業，並由此解決大專生

及高級人才的就業難困擾。
市場紅利主要來自深度體制改革。

由於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改革似已放緩
，故引起了對紅利減弱的擔心。但習近
平最近已表達了力推新一浪改革的決心
，故當相關政策出台後，問題應可緩解
。與此同時，除了新的市場紅利外，在
習近平的新領導班子積極整頓吏治下，
還將帶來反貪腐紅利。

全球化紅利的消減，主要是因國際
間外需轉弱和保護主義升溫。但同時也
有積極因素，如世界經濟差，反有利於
中國企業走出去併購，人民幣的國際化
，中國參與區域協作，和提升中國的國
際事務話語權等。此外，新興經濟陣營
冒起，帶來了更多的 「南南經貿合作」
機遇，令中國獲益匪淺。

總之，中國在可見將來發展紅利不
缺，關鍵還在於自身的把握機遇能力。
其中重點是積極而又穩健地加快經濟發
展模式轉變，和產業的升級轉型。幸而
在這方面中國不單會逐步加強政策推動
，且已取得了較好的初步成果。故只要
堅持下去，中國必可維持較長的高增長
時期，對此人們應有信心。

香港民主黨趕在聖誕新年前實現
了新桃換舊符。自九月因何俊仁為立
法會選舉失利負上 「政治責任」 掛冠
而去，由劉慧卿暫代後，一群 「白鴿
」 又有了新領頭。昨天，在民主黨召
開的會員大會上，此前曾惺惺作態表
露 「退意」 的劉慧卿，戰勝兩對手，
終將一個 「代」 字拋棄，名正言順當
上黨主席。

作為老資格的反對派，民主黨雖
經立法會選舉一敗，但乃保有立法會
內並列第二的位置。也正因為如此，
當時何俊仁即表示，民主黨要 「重新
出發」 ，會 「繼續走理性、務實、進
步路線，推動香港政制發展，同北京
有協商、有談判，這一切仍然是要堅
持的」 。後來的集思會，民主黨並確
立了年輕化及對激進勢力給予 「還擊
」 的策略。這樣檢討可謂中肯，尤其
是清醒認識到，在政改方案上 「與中
央談判」 並非 「出賣香港」 ，並非選
舉失敗的根源。

然而，民主黨的慷慨與悲壯似乎
只是曇花一現，似乎只是過眼煙雲，
從近期的所作所為看， 「白鴿」 似乎

正偏離理性與合作的方向，對激進勢
力亦表現出藕斷絲連的曖昧。在特首
梁振英僭建問題上，民主黨成 「倒梁
」 急先鋒，甚至要與激進勢力搶 「頭
啖湯」 ，組織 「倒梁」 遊行，推動
「不信任動議」 ；在政府 「長者津貼

」 問題上，明顯與 「拉布」 的社民連
沆瀣一氣，阻撓政府的民生政策出台
。這一切顯然與當初 「重新出發」 的
願望背道而馳。

民主黨未來是順境或逆境，相信
關鍵並不在於黨主席是老面孔抑或新
面孔、是過了 「知天命」 之年者抑或
是年輕才俊領頭，關鍵在於路向，在
於策略，在於準確判斷情勢和民意。

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重申中央
對港方針原則不會改變，並對香港同
胞實踐 「一國兩制」 寄予厚望；特區
政府亦正展開新一份施政報告諮詢，
經濟和民生將是梁振英未來施政重要
目標。在這樣的形勢下，誓言做一個
「真正反對黨」 的民主黨，決不能模

糊方向，劉慧卿切莫將民主黨理性與
合作的理念連同那個
「代」 字一起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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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共十八大之後，新一屆中
央領導集體參加的最為重要的一次會
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展示了未來領
導中國經濟的新陣容，十八大中央委
員會開始肩負起管理經濟的重任。而
此次會議也展示出了新會風、新文風
，除了政治局七常委及現任總理溫家
寶坐在主席台之外，其餘全部坐在台
下，而以往羅列大批領導人名單的方
法也被改變。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六日電】

此次經濟工作會議與以往歷次會議在形式
上的最大不同，無疑是主席台的安排。以2011
年為例，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均在主席台上就
座。而今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首次經濟工
作會議，主席台大規模 「減員」，只有政治局
七位常委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
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共八人在座。

「鐵律八條」 落在實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員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
、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黨員副主席等出席會議
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軍委委員，則在
主席台下的第一排就座，以往主席台上會擺放
的綠色植物也不見蹤跡。

會議的新聞稿也沒有提及這些黨政軍領導
人的名字，成功 「瘦身」，與以往大篇幅羅列
領導人姓名的做法迥異，會風、文風令人耳目
一新。央視 16 日晚間公布的會議畫面中，變
化更為顯著。往年報道時長在 15 分鐘左右，
今年則壓縮至不到10分鐘。

這也是中央高層以實際行動帶頭執行此前
政治局制定的改進工作作風的 「鐵律八條」。
「鐵律八條」中明確規定，要改進新聞報道，
「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

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進一步壓縮報道的數量
、字數、時長」。

新一屆中委成主力軍
此次經濟工作會議的會場分為三個區，分

布各有側重，非常明確。中區為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以及五大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黨政首腦；左區為中央直屬機關部門首長
以各社會團體、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各專委會
負責人；右區則是國務院各部委首長。各大央
企及國有金融機構負責人則在會場的後方。這
其中，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成為會場的主力
軍。

而一批年過 65 歲超齡服役的財經高官，
如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財政部長謝旭人等，
以及未進入新一屆中委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住
建部部長姜偉新等，仍然作為部委首長出席會
議。距離明年三月政府換屆已經不足百天，大
規模部委高層人事調整即將展開。

此外，浙江、吉林、陝西等省的省委書記
仍然缺員。各省兩會召開在即，地方大員的調
動也將迎來一個高峰期。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等涉港工作部門負責人也出席了此次經濟
工作會議。

主席台減員新聞稿瘦身

經濟會議會場吹新風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六日電】2012 年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將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列
為新一年度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但在有關表述上
，城鎮化被上升到全新的高度：會議強調 「城鎮化
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
大潛力所在。」近期領導人在不同場合的表態均顯
示，城鎮化建設將是未來中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在近年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新一年主
要任務中，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不斷出現，但
大都為經濟結構調整中的舉措之一。上一次被列為
主要任務是在 2007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當時
的表述是與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並列，着力於
「堅持節約集約利用土地，努力提高城鎮綜合承載

能力，突出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城鎮化健康
發展。」

城鎮化健康發展三方面
今年的公報中，至少六處提及 「擴大內需」、

「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簡化了對過去一年工作的
總結，更多着墨於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分析
判斷。特別是基於 「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
期」的基本判斷，和 「倒逼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
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 「不變」
與 「變」之間，凸顯要 「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
略基點」。

一直以來，城鎮化被視為釋放和創造巨大內需
的主要動力之一。此次會議強調，要圍繞提高城鎮

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
康發展。包括三點：

一是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鎮、城市群要科學布局，與區域經濟發展和
產業布局緊密銜接，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二是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
要任務抓實抓好。

三是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
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
道路。

更注重民生和生活質量
近期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不同場合均強調發

展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意義。目前中國城鎮化率剛超
過50%，但按戶籍人口計算僅35%左右，遠低於發
達國家近80%的平均水平。同時有觀點認為，未來
的城鎮化不能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
張，更重要的是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
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 「鄉」到 「城」的重要轉
變。

有市場分析人士指出，新型城鎮化將是以人為
本的社會服務均等化，必然帶動基建投資，但又不
同於之前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受
地方政府資金狀況約束，未來城鎮化會更為精細，
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活質量提高，傳統基建領域投資
佔比將下降，由基建投資轉向生態文明建設，從更
長遠看消費佔比將上升。

城鎮化擴內需 經濟增長動力
16 日閉幕的中央經

濟會議中，城鎮化前所
未有的成為中央經濟工
作的主要任務。會議提

出，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
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在接
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經過多年的實踐，儘管中國城
鎮化率已經突破50%，但 「土地城市化」取代 「人的城市
化」的現象仍然突出。今次中央強調趨利避害，就是清
醒的認識到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如果不能解決突出的土
地問題，將動搖 「國本」。他認為，下一步推進城市化
將 「人本為先」。

常修澤表示，中國的城鎮化仍然有很大空間，但過
往大力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矛盾問題和挑戰層出不窮，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徵地問題。他說， 「這就是未來新
型城鎮化過程中要避免的 『害』。農村土地低廉現狀必
須改變，城市裡非法拆遷造成了社會矛盾必須避免。」

與此同時，在常修澤看來，城鎮化中也滋生了腐敗
，有必要在進一步推動改革的過程中下大力氣整治。他
強調說，城鎮化的思路要調整，要研究 「包容、公正、
有序」以人為本的城市化。

具體到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務，常修澤建議，
可以借鑒廣東中山市的農民工 「積分」入戶的實踐，給
農民工提供一個 「入戶」的通道。一方面能夠體現農民
工市民化的時代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能夠體現出積分面
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還可以激勵農民工積極提高自身
素質。

財經評論員葉檀則告訴本報記者說，以前的城鎮化
以粗放式為主，農民工進城沒有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
務。展望未來，城鎮化要避免農民土地收益無法得到保
證的問題。她說， 「城鎮化是利益增進的過程，而不是
利益剝奪的過程。如果農民的利益受損，顯然不是健康
的城鎮化。」 【本報北京十六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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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指出，全面深
化經濟體制改革，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

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
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多名專家在接受大公
報記者採訪時指出，經過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

共的改革經驗和能力均大幅提高，今次提出改革總
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可視為中共對全體國民做
出的政治承諾，也是對各級領導繼續推進改革的制
度約束。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向本報指出，
壟斷性行業改革料將是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
口。

對於改革路線圖，常修澤認為，經濟體制改革

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
要素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他建議可以
從壟斷性行業的 「破壟」 切入。至於壟斷性行業改
革如何推進，常修澤說，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
得益彰、共同發展，都是中共執政的基礎，因此，
關鍵是產權關係多元化。與此同時，還需做到經營
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以及市場監管科學化
。他說， 「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
制改革有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而這恰恰是利益博
弈的焦點。」 【本報北京十六日電】

破壟料成改革突破口 本報記者 李 理

▲西部大開發10年來，內蒙古自治
區統籌兼顧城鄉發展，加快推進城
鎮化戰略。2010年，全區城鎮化率
提高到53.4% 資料圖片

▶貴州啟動高速公路三年建設會戰
，新開工建設13條高速公路，推動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
代化同步發展 資料圖片

▼ 「十一五」 期間，河
南城鎮化飛速發展，
764萬農民成為 「城裡
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