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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史：經濟絕不會硬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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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日前調降了中國經濟展望，國家發改委主任徐
紹史6日回應稱，中國的政策工具箱內有充足的政策，且仍不斷研究充
實，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使2016年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絕不會 『硬着陸』 ，所謂 『硬着陸』
的預言是一定要落空的。」

去產能不會引發下崗潮

經濟新常態三大核心
1.速度變化

● 去年全年經濟增長6.9%，在合理
區間內

● 居民收入平穩增長，居民收入的增
幅快於經濟增長達到7.4%

2.結構優化
● 從需求結構來看，消費貢獻率達到
66.4%，已經高於投資

● 從產業結構來看，三產已經佔了半
壁江山，達到50.5%

● 從地區結構來看，地區發展朝着平
衡、協調、協同的方向發展

3.動力轉換
● 鋼鐵等上游產業遇到了比較大的困
難，但是新產業迅速增長，而且迅
速集聚，新的動能在快速成長

▲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代表們在交談
中新社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李靈修北京報道

兩會看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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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9：00am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部

長助理許宏才 「財政工
作和財稅改革」 記者會

9：00am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查「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10：45am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新
聞發言人葉貞琴 「轉方
式調結構 加快發展現
代農業」 記者會

15：00pm 代表小組會議，審查 「
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
全天：委員小組會議，討論「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

中國經濟五大有利條件

●物質基礎雄厚，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高
效的基礎設施

●市場需求巨大
●區域發展空間廣闊
●生產要素的品質在提高，受教育的平均

年數在增加
●宏觀調控的經驗在逐步積累，不斷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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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李靈修北京報道
：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及去產能問題時稱
，中央財政安排1000億元人民幣專項獎
補資金，用來解決人員安置問題。不少
人因此對就業形勢感到擔憂，徐紹史6
日對此回應稱，有中央政府的指導，有
各地政府的精心安排，化解過剩產能絕
對不會引發下崗潮。

徐紹史坦言，按照去年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要求，內地正在進一步加大去產
能力度。五年之內，鋼鐵產能將去掉1
至1.5億噸；三到五年內，煤炭產能要
退出5億噸，還要減量重組5億噸。 「中

央也拿出一大筆資金作為獎補資金，重
點幫助國有企業安置困難職工」。

但徐紹史對於就業前景不悲觀。他
列舉出幾大支撐因素：首先，多數企業
都會採取穩崗措施，形成就業緩衝帶。
其次，中國經濟總量在不斷擴大，創造
的就業崗位就更多。

再次，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加
強。2011年內地三產只佔GDP的42.2%
，到去年已升至50.5%了。第四，雙創
帶來新的工作崗位。去年內地新註冊的
市場主體有440萬個，按一個企業3個人
算，就有1200萬員工。

徐紹史6日在北京梅地亞中心多功能
廳就 「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 『十三五』規
劃《綱要》」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
問。

面對記者，他坦言曾聽聞 「中國經濟
硬着陸無可避免」的說法，對此，他回答
的擲地有聲： 「中國經濟絕不會 『硬着陸
』，所謂 『硬着陸』的預言，是一定要落
空的。請大家放心，不存在這種可能」。

內在支撐彈性空間較強
他詳細解釋說： 「中國經濟具有較強

的內在支撐彈性空間，和抵禦風險的能力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中國具
備了物質基礎雄厚、市場需求巨大、區域
發展空間廣闊、生產要素質量提升、宏觀
調控經驗豐富的五大有利條件，完全有能
力使中國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

「看經濟不能只看眼下，也不能只跟
過去比，而是既要看態勢、走勢，更要看
趨勢。」徐紹史坦言，現時中國整體經濟
態勢不錯，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且
穩中有好。從走勢看，今年1月份經濟數

據出現一些積極跡象，PPI環比、同比降
幅均在收窄；近期製造業PMI和非製造業
PMI雖有回落，但主要與春節假期因素有
關，今年前兩個月全社會發電量也有所增
長。

他提醒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
次談及 「四個沒有變」，即經濟持續向好
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
、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有變，經濟持
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
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這是
中國經濟的長期趨勢， 「對中國經濟應該
客觀地、全面地、發展地做出判斷，這樣
就可穩定社會預期，堅定市場信心。」

在新常態下，他認為，應從速度變化
、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個角度看待中國
經濟，從該角度看去年中國經濟表現非常
亮麗。

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結構優化方面，他闡述道，消費的貢

獻率達66.4%，已高於投資；產業結構方
面，三產已佔50.5%；從地區結構層面看
，地區正朝着平衡、協調、協同的方向發
展，城鄉結構亦進一步優化。

從動力轉換的角度來看，上游產業雖
遭遇較大困難，但新產業、新業態、新模
式亦迅速增長和集聚，因此用新常態視角
來審視中國經濟， 「應該說速度變化、結
構優化和動力轉換，都在順利、快速地推
進。」

針對今年的經濟運行，他強調，中國
已做好思想和工作準備，在適度擴大總需
求的同時，着力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開拓新市場，投資新領域，培育新動
能。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北京報道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6日在回答有
關 「一帶一路」的問題時透露，今年中
國計劃在 「一帶一路」進一步與已簽訂
合作備忘錄的國家做出具體落實安排，
同時推進一些重要的 「走廊建設」，再
部署一些重要的支點國家。他還表示，
國際產能合作將會採取更多的措施予以
推進，鐵路建設、優勢產能轉移等爭取
有更多實質性進展，並進一步加大金融
支持的力度。

「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國內的問
題，更是涉及雙邊、多邊關係的重大戰

略，去年 「一帶一路」建設獲多方面進
展。徐紹史解釋，去年中國完成了 「一
帶一路」規劃設計，編製了一批專項規
劃，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與此同時
，國際合作的共識不斷深化，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初步匡算約有65個，去年
中國與30多個國家簽訂了 「一帶一路」
共建諒解備忘錄，且一些主要的 「一帶
一路」骨架已開始搭建。徐紹史補充說
，投資貿易蓬勃發展，產能合作進展順
利，中國優勢裝備和產能加速 「出海」
，鐵路及核電領域亦取得重大突破，鋼
鐵等優質產能開始規模化向外轉移。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北京報道：針
對當前冷熱不均的房地產市場，國家發改委
主任徐紹史在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要
因地制宜地進行調控，同時深化住房制度改
革，構建購和租並舉的住房制度。

徐紹史坦言，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
總面積7.19億平方米（約80億平方呎）， 「
這個庫存是比較高的，要化解這個庫存，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此，今年首先要
積極地化解庫存，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度
，來擴大住房的需求，同時加快城市的棚戶
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等進度。

徐紹史表示，在棚戶區改造過程當中，
將盡量多採用貨幣化安置的方式。因為貨幣

化安置可以收購存量用房，解決棚戶區居民
的搬遷、住處，解決需要享受住房保障這些
居民的需要，有利化解整個房地產的庫存。

當前內地房地產市場分化嚴重，一、二
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徐紹史表示要因地制宜地進行調控，一、二
線最近有幾個城市房價上漲速度比較快，幅
度也比較大，這些城市的政府正採取措施來
進行調控，比如說限購，這是行政手段。

除了行政手段外，徐紹史認為還可以採
取經濟手段，調整一些經濟政策。同時，一
、二線城市要增加住房供地，加快推進保障
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抑制不合理的投機性
需求。

全國80億呎商品房待售
加大金融支持一帶一路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今年
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在6.5%至
7%區間，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6日對
此作出解讀：這種方式體現了中國創新
宏觀調控、把握區間調控的新思路，擴
大了可以接受的經濟增速彈性範圍。

對於區間下限，徐紹史表示，今年
是中國 「十三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
也是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
鍵之年，而從 「到2020年GDP要翻一
番」的目標來看， 「十三五」期間經濟

年均增速一定要在6.5%以上才能達標。
徐紹史表示，如果2016年經濟增速

低於6.5%，今後幾年壓力就會更大；如
果在6.5%以上，就可以爭取主動。 「
底板是就業，頂板是物價，底板還有
一層含義就是經濟增速，所以設了下
限。」

他稱，區間上限則體現了積極主動
的導向，要向社會、市場傳遞信心，穩
定預期。如果比6.5%高一些，就可以帶
動更多的就業，也比較切合實際。

GDP區間體現宏調新思路

▲全國政協委員在小組討論中交流
新華社

▲全國人大代表們認真聽取會議 新華社

（記者倪巍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