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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五大任務
據新華網北京2015年12月21日報導，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

18日至21日在北京舉行。

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總結 2015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大陸和國際

經濟形勢，落實「十三五」規劃建議要求，推動結構性改革及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講話中闡述了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具體部署了明年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工作，並作總結講話。

會議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

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第二，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

定位結構性改革向。第三，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

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第四，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

革落地。第五，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

五大政策任務為：第一，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第二，幫助企業

降低成本。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第四， 擴大有效供給。第五，防

範化解金融風險。

發改委：中央定價目錄已減少八成

據經濟參考報2015年12月14日報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第

十三屆中國改革論壇指出，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多個領域的要素

資源市場化配置很可能在「十三五」期間實現突破性進展。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今年出臺了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

革的指導意見。目前保留的中央政府定價項目僅為20項，比2001年定

價目錄減少80%左右；非居民用天然氣存量氣和增量氣價格已實現並

軌，居民階梯電價在除新疆、西藏外的省份全面實施，階梯水價、階梯

氣價制度正逐步建立。

土地要素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表示，大陸城鎮化

仍需適度增加建設用地，即使工業建設用地未來不再需要大幅度擴張，

甚至總體上看還應該有所收縮，但局部地區工業用地還會增加，更重要

的是，2.6億流動人口及其家庭成員入城定居，以及未來每年1,500萬左

右城鎮新增人口所需生活用地，都需要持續、穩定的城鎮建設用地投入

作為基本保障。

而在資本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中，金融市場化改革尤其是人民幣匯率

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備受各界關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表示，應盡快降低對境內外公開市場的干

預，讓人民幣匯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

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劉燕斌認為，下一步勞動力市場的發

展，首先需要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的市場。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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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行機制，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發揮價格機制

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調節作用。此外還要通過完善集體

談判機制，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26省份已調整最低工資　地方加快調整節奏
據北京新浪網2015年12月9日報導，地方新一輪

最低工資上調已經開始。其中，黑龍江已經在2015

年10月1日將最低工資從每月人民幣（下同）1,160

元，提高到1,480元，提高27.5%。安徽、浙江也

在11月提高了當地最低工資分別達到了1,520元、

1,860元。重慶社保部門最近也發出通知，決定2016

年1月1日起上調最低工資，從1,250元提高到1,500

元，漲幅達到20%。此前像貴州等地已經將今年的

最低工資調到了1,600元，漲幅達28%。

另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2015年已經有26個省

市自治區調整了最低工資。今年9月以來宣佈調整的

省份有九個。

其中，吉林省調整後最低工資第一檔為每月

1,480元，第二、三檔分別為每月1,280元、1,380

元，漲幅分別為12.1%、13.1%、14.3%。

2015年還未宣佈調整的只剩下河北、遼寧、江

蘇、青海。遼寧的上一次調整已是2013年7月1日。

青海、遼寧、河北則分別在2014年5月1日、7月1

日、12月1日調整過。

大幅上調的主要原因是用工缺口仍很大，像富士

康、聯想、海爾、美的都提供了3萬多工作崗位，在

用工缺口大時，武漢要以相對比周邊地區高的最低工

資吸引到好的員工。

數據顯示，2011年∼2014年各省最低工資平均

漲幅分別是22%、20.2%、17%、14.1%，整體呈現

放緩的態勢。如果按照城鎮單位平均工資來看，很多

地方最低工資正在接近城鎮單位平均工資40%的水

準。2015年調整後新疆最低工資第一檔是1,670元。

樓市去庫存政策升級　多地推購房補貼計劃

據證券日報2015年12月10日報導，大陸房地產

去庫存可以從供給端入手，通過多層次的樓市供應，

滿足不同購房人群的置業需求。

專家預計，除保障房貨幣化安置之外，包括財

稅、戶籍領域等配套政策預計將在明年密集出台為樓

市「去庫存」提供有利條件。

「三四線城市推出購房補貼政策，去庫存政策再

大陸各地方新一輪

最低工資上調正陸

續進行，圖為大陸

農民工等在河北省

石家莊市施工現場

等候免費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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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洛陽、駐馬店等城市為鼓勵本地農民進城購買

商品房，已紛紛出臺各種財政補貼政策。」中原地產

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

數據顯示，2014年來，累計已經有超過50個城

市發布了不同力度的購房補貼政策，其中主要為三四

線城市。

張大偉表示，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且面臨轉型之

際，房地產行業的支柱作用再度被強化。外需低迷使

得出口增長乏力，拉動經濟的另外投資和消費將發揮

更大的動力。而房地產市場無論是對投資還是對消費

增長貢獻都不容忽視，因此住房消費受到政策的全面

鼓勵。

中國指數研究院黃瑜表示，就一線城市而言，北

京前11個月商品房住宅成交量共48,900餘套，超過

了去年全年成交量，同時，商品住宅的成交金額達到

人民幣（下同）2,208.69億元，創2010年以來新高。

「目前，單靠限購的需求端調控已經難以平衡市

場，需要更多從樓市供給端入手，結合供給面改革，

通過多層次的樓市供應，滿足不同購房人群的置業需

求。」黃瑜表示。

25機構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
據新京報2015年12月4日報導，大陸國家高端智

庫建設試點工作啟動會在京舉行，共有25家機構入

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首批入選的機構

大體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直屬的綜合

性研究機構，共10家。分別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

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編譯局、新華社、軍事

科學院和國防大學。

第二類是依託大學和科研機構，形成的專業性智

庫，共12家。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

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中

國現代關係研究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商

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

與戰略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武漢大學國際

法研究所、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上海社會科

學院。

第三類是依託大型國有企業，只有1家，為大陸

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

第四類是基礎較好的社會智庫，共2家，分別是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綜合開發研究院（大陸．深

圳）。

財政部：2016年調整日用消費品等關稅
據大陸財政部網站2015年12月9日報導，自

2016年1月1日起，將對進出口關稅進行部分調整。

2016年關稅調整將繼續鼓勵先進設備、關鍵零

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以暫定稅率方式降低高速電

力機車的牽引變流器、電視攝像機取像模塊、純電動

或混合動力汽車用電機控制器總成、無鉻鞣劑、牛羊

油脂等商品的進口關稅。

同時適度擴大日用消費品降稅範圍，以暫定稅率

方式降低進口關稅稅率相對較高、進口需求彈性較大

的箱包、服裝、圍巾、毯子、真空保溫杯、太陽鏡等

商品的進口關稅。

另根據國內生產滿足需求情況，2016年將對

自動絡筒機等部分商品關稅進行相應調整。同時，

2016年還將取消磷酸、氨和氨水等商品的出口關

稅，適當降低生鐵、鋼坯等商品的出口關稅。

為擴大雙邊、多邊經貿合作，以周邊為基礎加

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

網絡，根據大陸與其他有關國家或地區簽署的貿易

或關稅優惠協定，2016年將對與冰島、瑞士、哥斯

達黎加、秘魯、紐西蘭自貿協定以及CEPA等7個協

定實施進一步降稅。同時，根據2012年在亞太經合

組織（APEC）框架下對部分環境產品降稅的承諾，

2016年將實施稅率高於5%的27項環境產品稅率降至

5%，主要有污泥乾燥機、垃圾焚燒爐、太陽能熱水

器、風力發電機組等。

2016年同時對進出口稅則中部分稅目進行調

整。調整後，2016年稅則稅目總數將由8,285個增加

到8,29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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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價格創6年半新低　
石化業虧損壓力將蔓延

據證券日報2015年12月10日報導，原油價格一

跌再跌，原油市場苦不堪言，石化行業也遭到重擊。

近期，由於OPEC在12月4日會議上放棄了產量配額

限制，使得產量持續處於高位，且美元走勢強勁，

重壓原油市場，導致油價不斷下行，目前已經跌至

2009年2月份以來最低價位。

12月8日，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發佈月度短

期能源前景報告。EIA下調了今明兩年WTI原油均

價。供給方面，EIA上調了國際原油供給量預期，同

時預計美國原油產量下降速度將持續變緩。EIA對原

油需求方面也比以往悲觀，下調了今明兩年原油消耗

量預期。

供應不斷增加，需求卻不增反減，原油供過於求

的矛盾只會愈發嚴重。

東證期貨分析師金曉表示，OPEC已經取代北美

成為原油供給增加的中堅力量，所以供給過剩是長期

格局。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均會是OPEC未

來增產的主力。儘管油價已經跌至低位，但是價格仍

處於一個探底的過程。

需要一提的是，上週期國際原油持續跌勢且不斷

破新低，不光導致大陸成品油市場迎來年內第12次

下調，也使得本計價週期原油基價處於低位。

同時，由於原油是化工行業的初級原料之一，原

油價格的大幅下跌將會對下游石化產品的價格帶來較

大的衝擊。

對於未來原油市場走勢而言，最根本的供給過剩

問題依然難以解決，OPEC會議上宣佈維持現有產出

水準，但投資者幾乎一致認為，OPEC未來還將繼續

增加原油產出。從機構報告中可以看出，對於未來全

球經濟的預期並不樂觀，至少未來1∼2年全球經濟

也難以出現根本性的好轉。石化行業在未來較長一段

時期內，產能過剩伴隨內需下降以及出口疲軟的局面

將繼續保持，宏觀經濟增長將繼續降速，臨近年關，

下游及終端行業消耗又將整體下滑，石化行業銷售不

暢、虧損壓力有增無減且將在行業內繼續蔓延。

財政部：政府投資基金不得投資二級市場

股票

據中國證券報2015年12月10日報導，大陸財政

部9日發佈的《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明確，

各級財政部門應當控制政府投資基金的設立數量，不

得在同一行業或領域重複設立基金。各級財政部門一

中國大陸自1月1日

起，將對進出口關

稅進行部分調整，

並適度擴大日用消

費品降稅範圍。圖

為河南省鄭州超市

裡一位女性顧客正

在選購進口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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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應在以下領域設立投資基金：一是支援創新創業，

鼓勵創業投資企業投資處於種子期、起步期等創業早

期的企業；二是支援中小企業發展；三是支援產業轉

型升級和發展；四是支援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

設立政府投資基金，可採用公司制、有限合夥制和契

約制等不同組織形式。《辦法》自印發之日起實施。

《辦法》指出，政府投資基金在運作過程中不得

從事以下業務：從事融資擔保以外的擔保、抵押、

委託貸款等業務；投資二級市場股票、期貨、房地

產、證券投資基金、評級AAA以下的企業債、信託

產品、非保本型理財產品、保險計畫及其他金融衍生

品；向任何協力廠商提供贊助、捐贈（經批准的公益

性捐贈除外）；吸收或變相吸收存款，或向協力廠商

提供貸款和資金拆借；進行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對外

投資；發行信託或集合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其他國家

法律法規禁止從事的業務。

關於政府投資基金的終止和退出，《辦法》提

出，政府投資基金中的政府出資部分一般應在投資基

金存續期滿後退出，存續期未滿如達到預期目標，可

通過股權回購機制等方式適時退出。財政部門應與其

他出資人在投資基金章程中約定，有下述情況之一

的，政府出資可無需其他出資人同意，選擇提前退

出：投資基金方案確認後超過一年，未按規定程式和

時間要求完成設立手續的；政府出資撥付投資基金帳

戶一年以上，基金未開展投資業務的；基金投資領域

和方向不符合政策目標的；基金未按章程約定投資

的；其他不符合章程約定情形的。

大陸25年內或將少9,000萬勞動力
據參考消息網2015年12月10日報導，世界銀行9

日發布題為《福壽延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人口老

齡化》的報告，報告中稱東亞地區老齡化速度之快歷

史罕見，致使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僅大陸到

2040年前將減少9,000萬勞動年齡人口。

報告稱，東亞地區老齡化速度之快歷史上前所

未有。在短短20∼30年間，65歲及以上人口在該地

區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從7%上升至14%。從2015年

至2034年，東亞地區65歲以上人口5年平均增速將

為22%。

報告強調，預計2010至2040年東亞地區大國

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會大幅下降，韓國降幅超過

15%。泰國、日本和大陸國降幅在10%或以上。相

比之下，大陸面臨的挑戰尤為嚴峻，預計2010年至

204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9,000萬。

該報告撰寫人歐凱夫（Philip O'Keefe）在當天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東亞國家在勞動力減少問題

上面臨巨大挑戰，工人數量下降的同時還要保持較高

的勞動生產率。對此，報告建議這些國家應該增加女

性勞動力參與，以緩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政府應該

加強兒童保育政策，為勞動女性提供一些補貼。 

多地政府債務餘額大增　3省超警戒線
據21世紀經濟報導2015年12月3日指出，2015

年大陸10省（區、市）地方債務限額版圖，貴州、

寧夏、陜西等預計債務率較高。

100%是全國各地方政府整體的紅線，局部地區

有可能超過。總體來看，地方債風險可控，但局部

地區的償債壓力較大。11月下旬以來，陸續有10個

省（區、市）公布2015年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此

外，甘肅、雲南、吉林、福建、安徽五省人大常委會

審議了相關債務限額方案，但是並未披露具體數據。

大陸財政部於2014年10月開始對地方政府存量

債務進行清理甄別，按計劃應於今年1月5日上報結

果，但是甄別結果迄今尚未公布。

已公布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10個省（區、市）

中，除重慶、湖北兩省市外，其他省（區、市）

2015年設定的債務限額相比2013年6月末的政府債務

餘額出現大幅增長，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寧夏。

對已公布的數據分析顯示，如果將債務限額作為

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餘額計算，貴州、寧夏和陜西

預計今年末的債務率已經超過100%的地方政府債務

風險警戒線，其中貴州居於首位。

與2013年6月末的審計數據相比較，2015年年末

共有8個省（區、市）的債務限額大幅增長，其增幅

在15%∼130%之間。其中尤以寧夏的增幅最大，其

增幅高達12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