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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一、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一、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一、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一、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

�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

�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



一、一、一、一、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上半年经济继续减速调整

�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
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生
产形势较好，夏收作物长势好于常年；进产形势较好，夏收作物长势好于常年；进产形势较好，夏收作物长势好于常年；进产形势较好，夏收作物长势好于常年；进
出口贸易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出口贸易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出口贸易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出口贸易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平稳运行，，，，
市场信心持续趋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市场信心持续趋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市场信心持续趋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市场信心持续趋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连续４个月上升。总的看，我国经济的数连续４个月上升。总的看，我国经济的数连续４个月上升。总的看，我国经济的数连续４个月上升。总的看，我国经济的
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发展具备很大潜力，宏观调控政策具经济发展具备很大潜力，宏观调控政策具经济发展具备很大潜力，宏观调控政策具经济发展具备很大潜力，宏观调控政策具
有较大回旋余地。有较大回旋余地。有较大回旋余地。有较大回旋余地。



从政策紧缩到经济自发收缩从政策紧缩到经济自发收缩从政策紧缩到经济自发收缩从政策紧缩到经济自发收缩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2010201020102010年四季度开始的加息年四季度开始的加息年四季度开始的加息年四季度开始的加息
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紧缩政策到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紧缩政策到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紧缩政策到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紧缩政策到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三季度结束，政策紧缩造成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三季度结束，政策紧缩造成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三季度结束，政策紧缩造成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三季度结束，政策紧缩造成的货币供应量增速
下降持续到下降持续到下降持续到下降持续到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1111月份，月份，月份，月份，M2M2M2M2、、、、M1M1M1M1的增速都达到的增速都达到的增速都达到的增速都达到
紧缩周期最低点，紧缩周期最低点，紧缩周期最低点，紧缩周期最低点，2222月份开始回升，表明政策紧月份开始回升，表明政策紧月份开始回升，表明政策紧月份开始回升，表明政策紧
缩期结束。缩期结束。缩期结束。缩期结束。

� 2011201120112011年四季度开始预调微调，下调了年四季度开始预调微调，下调了年四季度开始预调微调，下调了年四季度开始预调微调，下调了2222次存款准次存款准次存款准次存款准
备金率。政策虽然开始放松，但经济仍然处于备金率。政策虽然开始放松，但经济仍然处于备金率。政策虽然开始放松，但经济仍然处于备金率。政策虽然开始放松，但经济仍然处于
自发收缩之中。自发收缩之中。自发收缩之中。自发收缩之中。



拐点判断法拐点判断法拐点判断法拐点判断法

      通过一系列计算经济指标领先滞后关系的计量通过一系列计算经济指标领先滞后关系的计量通过一系列计算经济指标领先滞后关系的计量通过一系列计算经济指标领先滞后关系的计量
方法，筛选出本地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数（若干方法，筛选出本地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数（若干方法，筛选出本地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数（若干方法，筛选出本地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数（若干
个重要领先指标合成），判断经济运行的拐点，个重要领先指标合成），判断经济运行的拐点，个重要领先指标合成），判断经济运行的拐点，个重要领先指标合成），判断经济运行的拐点，
是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工作的重要环节。

�     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国家
信息中心预测部建立了反映我国宏观经济
运行状况的景气合成指数、景气扩散指数
和经济预警综合警情指数。



（注：以2000200020002000年的平均值为100100100100，各指标均为同期比增长率序列，经季节调整并
消除不规则因素）

先        行        指        标 一        致        指        标 滞        后        指        标

1．汽车产量    1. 工业增加值
1．工业企业产成品资
金占用

2. 粗钢产量 2．发电量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固定资产投资本年施
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
速 

3．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 

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4.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4．财政收入

5.美国先行合成指数 5．狭义货币量 M1

6．产成品库存（逆转） 6.  6.  6.  6.  出口总额

利用经济指标构建月度景气指数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2222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    

� 1、一致指数继续下行

� 2222月份，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月份，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月份，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月份，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
合成指数继续小幅下行。从构成指标看，合成指数继续小幅下行。从构成指标看，合成指数继续小幅下行。从构成指标看，合成指数继续小幅下行。从构成指标看，
季节调整后的季节调整后的季节调整后的季节调整后的6666个指标中，工业增加值增速个指标中，工业增加值增速个指标中，工业增加值增速个指标中，工业增加值增速
、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增速、M1M1M1M1增速、发电量增速、增速、发电量增速、增速、发电量增速、增速、发电量增速、
出口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全部继出口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全部继出口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全部继出口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全部继
续回落。续回落。续回落。续回落。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2222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    

� 2、先行指数继续下滑

� 2222月份，先行指数继续下滑。在构成先行合月份，先行指数继续下滑。在构成先行合月份，先行指数继续下滑。在构成先行合月份，先行指数继续下滑。在构成先行合
成指数的成指数的成指数的成指数的6666个指标中，经过季节调整后，个指标中，经过季节调整后，个指标中，经过季节调整后，个指标中，经过季节调整后，
conferenceboardconferenceboardconferenceboardconferenceboard美国先行合成指数、产成美国先行合成指数、产成美国先行合成指数、产成美国先行合成指数、产成
品库存（逆转）、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品库存（逆转）、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品库存（逆转）、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品库存（逆转）、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
小幅反弹，粗钢增速、汽车产量增速、固小幅反弹，粗钢增速、汽车产量增速、固小幅反弹，粗钢增速、汽车产量增速、固小幅反弹，粗钢增速、汽车产量增速、固
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
速继续回落。速继续回落。速继续回落。速继续回落。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2222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月经济景气监测报告    



2222月份，综合警情指数数值为月份，综合警情指数数值为月份，综合警情指数数值为月份，综合警情指数数值为39393939，已经进入，已经进入，已经进入，已经进入

经济趋冷的浅蓝灯区经济趋冷的浅蓝灯区经济趋冷的浅蓝灯区经济趋冷的浅蓝灯区    



3333月份先行指数止跌企稳月份先行指数止跌企稳月份先行指数止跌企稳月份先行指数止跌企稳

�   3月份，在构成先行合成指数的6个指标
中，经过季节调整后，conferenceboard美
国先行合成指数、产成品库存（逆转）、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粗钢增速、汽车
产量增速五个指标回升，只有固定资产投
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累计增速继续回
落。其中贷款环比增长32%。



经济自发收缩趋势没有改变，一致指数经济自发收缩趋势没有改变，一致指数经济自发收缩趋势没有改变，一致指数经济自发收缩趋势没有改变，一致指数3333月月月月
份继续下降份继续下降份继续下降份继续下降 



基建投资负增长拖累装备制造业基建投资负增长拖累装备制造业基建投资负增长拖累装备制造业基建投资负增长拖累装备制造业

�    1-   1-   1-   1-3333月，固定资产投资月，固定资产投资月，固定资产投资月，固定资产投资
运行相对平稳，同比增长运行相对平稳，同比增长运行相对平稳，同比增长运行相对平稳，同比增长
22220000....9999%%%%，和去年全年，和去年全年，和去年全年，和去年全年23.8%23.8%23.8%23.8%
的增速相比，下降的增速相比，下降的增速相比，下降的增速相比，下降2222....9999个百个百个百个百
分点。分点。分点。分点。

� 在保障房建设的拉动下，在保障房建设的拉动下，在保障房建设的拉动下，在保障房建设的拉动下，
房 地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房 地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房 地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房 地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2223333....5555%%%%，比去年下降，比去年下降，比去年下降，比去年下降4444....4444个个个个
百分点。百分点。百分点。百分点。

� 需要注意的是，基础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基础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基础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基础设施
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投资同比增速下降2222....1%1%1%1%。。。。

� 1-21-21-21-2月，铁路运输业投资下月，铁路运输业投资下月，铁路运输业投资下月，铁路运输业投资下
降降降降44.4%44.4%44.4%44.4%，道路运输业投资，道路运输业投资，道路运输业投资，道路运输业投资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8.7%8.7%8.7%8.7%，公共设施管理，公共设施管理，公共设施管理，公共设施管理
业下降业下降业下降业下降4.3%4.3%4.3%4.3%。。。。



房地产拖累相关产业去库存化房地产拖累相关产业去库存化房地产拖累相关产业去库存化房地产拖累相关产业去库存化

                            2011201120112011年全国全社会用年全国全社会用年全国全社会用年全国全社会用
电量达电量达电量达电量达4.694.694.694.69万亿千瓦万亿千瓦万亿千瓦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时，同比增长时，同比增长时，同比增长11.7%11.7%11.7%11.7%；；；；
2012201220122012年全国电力需求增年全国电力需求增年全国电力需求增年全国电力需求增
速回落到速回落到速回落到速回落到8.5%8.5%8.5%8.5%。。。。

                            1-31-31-31-3月份发电量同月份发电量同月份发电量同月份发电量同
比增长比增长比增长比增长7.1%7.1%7.1%7.1%。工业用电。工业用电。工业用电。工业用电
增速同比大幅下滑，增速同比大幅下滑，增速同比大幅下滑，增速同比大幅下滑，3333
月工业用电量同比仅增月工业用电量同比仅增月工业用电量同比仅增月工业用电量同比仅增
3.8%3.8%3.8%3.8%，比去年同期，比去年同期，比去年同期，比去年同期14%14%14%14%
的增速大幅下滑。的增速大幅下滑。的增速大幅下滑。的增速大幅下滑。

            钢材增长钢材增长钢材增长钢材增长6.5%6.5%6.5%6.5%。水泥增。水泥增。水泥增。水泥增
长长长长7.3%7.3%7.3%7.3%。汽车产量持。汽车产量持。汽车产量持。汽车产量持
平，轿车增长平，轿车增长平，轿车增长平，轿车增长0000....2222%%%%。。。。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333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下降比下降比下降比下降0.3%0.3%0.3%0.3%



工业生产明显放缓但工业生产明显放缓但工业生产明显放缓但工业生产明显放缓但3333月份好转月份好转月份好转月份好转

� 1-31-31-31-3月，我国工业进入去月，我国工业进入去月，我国工业进入去月，我国工业进入去
库存阶段，相关行业生产库存阶段，相关行业生产库存阶段，相关行业生产库存阶段，相关行业生产
收缩，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收缩，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收缩，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收缩，工业增加值增速下
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同比实际增长同比实际增长同比实际增长11.6%11.6%11.6%11.6%，，，，3333月月月月
份当月工业增长速度份当月工业增长速度份当月工业增长速度份当月工业增长速度
11111111....9%9%9%9%，比比比比1-21-21-21-2月份回升月份回升月份回升月份回升
0.50.50.50.5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 其中重工业减速尤为显其中重工业减速尤为显其中重工业减速尤为显其中重工业减速尤为显
著，一季度增长著，一季度增长著，一季度增长著，一季度增长11%11%11%11%，，，，轻轻轻轻
工业增长工业增长工业增长工业增长13131313....2%2%2%2%。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
周期性行业如钢铁、水泥、周期性行业如钢铁、水泥、周期性行业如钢铁、水泥、周期性行业如钢铁、水泥、
汽车、电力、以及铁路、汽车、电力、以及铁路、汽车、电力、以及铁路、汽车、电力、以及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增幅都不超输设备制造业增幅都不超输设备制造业增幅都不超输设备制造业增幅都不超
过过过过10%10%10%10%。。。。



外商直接投资已是连续五月呈现负增外商直接投资已是连续五月呈现负增外商直接投资已是连续五月呈现负增外商直接投资已是连续五月呈现负增
长长长长
            受欧洲债务问题及发达受欧洲债务问题及发达受欧洲债务问题及发达受欧洲债务问题及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家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家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家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的拖累，中国的拖累，中国的拖累，中国的拖累，中国3333月份外月份外月份外月份外
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五个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五个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五个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五个
月出现下降。月出现下降。月出现下降。月出现下降。

   3   3   3   3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
上年同期下降上年同期下降上年同期下降上年同期下降6.1%6.1%6.1%6.1%，至，至，至，至
117.6117.6117.6117.6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2222月份外月份外月份外月份外
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0.9%0.9%0.9%0.9%，至，至，至，至77777777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 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
较上年同期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2.8%2.8%2.8%2.8%，，，，
至至至至295295295295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贷款需求构成分析贷款需求构成分析贷款需求构成分析贷款需求构成分析 

� 222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107710771077107亿元，其中票据融资亿元，其中票据融资亿元，其中票据融资亿元，其中票据融资
新增量为新增量为新增量为新增量为1106110611061106亿元，创亿元，创亿元，创亿元，创2009200920092009年年中以来的新年年中以来的新年年中以来的新年年中以来的新
高，而中长期贷款仅增加高，而中长期贷款仅增加高，而中长期贷款仅增加高，而中长期贷款仅增加1784178417841784亿元，占新增贷亿元，占新增贷亿元，占新增贷亿元，占新增贷
款的比重为款的比重为款的比重为款的比重为25.1%25.1%25.1%25.1%，低于去年平均水平，低于去年平均水平，低于去年平均水平，低于去年平均水平22.522.522.522.5个百个百个百个百
分点。分点。分点。分点。

� 3333月份贷款投放一改前两个月疲态月份贷款投放一改前两个月疲态月份贷款投放一改前两个月疲态月份贷款投放一改前两个月疲态,,,,自去年自去年自去年自去年1111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以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以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以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以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3,3,3,3月份当月人民币贷月份当月人民币贷月份当月人民币贷月份当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款增加款增加款增加1.011.011.011.01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同比多增同比多增同比多增同比多增3320332033203320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但中长但中长但中长但中长
期贷款仍然偏少，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期贷款仍然偏少，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期贷款仍然偏少，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期贷款仍然偏少，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



贷款需求构成贷款需求构成贷款需求构成贷款需求构成 

�由于贷款投放数量放大由于贷款投放数量放大由于贷款投放数量放大由于贷款投放数量放大,,,,流动性状况也有所改善。流动性状况也有所改善。流动性状况也有所改善。流动性状况也有所改善。
3333月末月末月末月末,,,,广义货币广义货币广义货币广义货币(m2)(m2)(m2)(m2)余额余额余额余额89.5689.5689.5689.56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同比增同比增同比增同比增
长长长长13.4%,13.4%,13.4%,13.4%,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0.40.40.40.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比上年末低比上年末低比上年末低
0.20.20.20.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狭义货币狭义货币狭义货币狭义货币(m1)(m1)(m1)(m1)余额余额余额余额27.8027.8027.8027.80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4.4%,4.4%,4.4%,4.4%,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比上月末高0.10.10.10.1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比上年比上年比上年比上年
末低末低末低末低3.53.53.53.5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从贷款需求构成看，目前急需贷款的项目并不从贷款需求构成看，目前急需贷款的项目并不从贷款需求构成看，目前急需贷款的项目并不从贷款需求构成看，目前急需贷款的项目并不
是企业为新增长点、新盈利点而开始的新项是企业为新增长点、新盈利点而开始的新项是企业为新增长点、新盈利点而开始的新项是企业为新增长点、新盈利点而开始的新项
目，主要是上一轮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在目，主要是上一轮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在目，主要是上一轮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在目，主要是上一轮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在
建项目。经济运行在上轮周期的减速调整阶建项目。经济运行在上轮周期的减速调整阶建项目。经济运行在上轮周期的减速调整阶建项目。经济运行在上轮周期的减速调整阶
段，进入扩张周期的因素还没有显现。段，进入扩张周期的因素还没有显现。段，进入扩张周期的因素还没有显现。段，进入扩张周期的因素还没有显现。



经济可能在二季度探底成功

�3333月份进口疲软表明国内需求仍然偏月份进口疲软表明国内需求仍然偏月份进口疲软表明国内需求仍然偏月份进口疲软表明国内需求仍然偏
弱，加工贸易进口下降表明弱，加工贸易进口下降表明弱，加工贸易进口下降表明弱，加工贸易进口下降表明3333个月内个月内个月内个月内
加工贸易出口不振，从美国经济表现加工贸易出口不振，从美国经济表现加工贸易出口不振，从美国经济表现加工贸易出口不振，从美国经济表现
看，出口可能在三季度好转。看，出口可能在三季度好转。看，出口可能在三季度好转。看，出口可能在三季度好转。

�房地产调整和基建投资下降带动相关房地产调整和基建投资下降带动相关房地产调整和基建投资下降带动相关房地产调整和基建投资下降带动相关
产业紧缩，需要政策调整对冲，政策产业紧缩，需要政策调整对冲，政策产业紧缩，需要政策调整对冲，政策产业紧缩，需要政策调整对冲，政策
效果至少到三季度才会显现。效果至少到三季度才会显现。效果至少到三季度才会显现。效果至少到三季度才会显现。

�GDPGDPGDPGDP一季度环比增速最低，二季度同一季度环比增速最低，二季度同一季度环比增速最低，二季度同一季度环比增速最低，二季度同
比增速企稳，三季度开始回升。比增速企稳，三季度开始回升。比增速企稳，三季度开始回升。比增速企稳，三季度开始回升。



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二、物价房价使政策松动空间有限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物价调控政策显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物价调控政策显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物价调控政策显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物价调控政策显效
为价格回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价格回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价格回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价格回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1-31-31-3月，月，月，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8%3.8%3.8%3.8%，其中，其中，其中，其中3333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CPICPICPICPI同比上涨同比上涨同比上涨同比上涨3.6%3.6%3.6%3.6%。。。。

�在国内总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上半年物在国内总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上半年物在国内总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上半年物在国内总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上半年物
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初步预计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初步预计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初步预计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初步预计CPICPICPICPI上涨上涨上涨上涨

3.6%3.6%3.6%3.6%左右，全年上涨左右，全年上涨左右，全年上涨左右，全年上涨3.5%3.5%3.5%3.5%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

� 一是价格改革。目前，成品油价格已经几次上调，下一是价格改革。目前，成品油价格已经几次上调，下一是价格改革。目前，成品油价格已经几次上调，下一是价格改革。目前，成品油价格已经几次上调，下
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天然气、水、电等能源资源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天然气、水、电等能源资源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天然气、水、电等能源资源一阶段大部分城市将调整天然气、水、电等能源资源
型产品价格，物价总水平将相应呈现一定程度上涨。型产品价格，物价总水平将相应呈现一定程度上涨。型产品价格，物价总水平将相应呈现一定程度上涨。型产品价格，物价总水平将相应呈现一定程度上涨。

� 二是劳动力成本。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二是劳动力成本。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二是劳动力成本。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二是劳动力成本。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
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每年春节后出现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每年春节后出现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每年春节后出现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每年春节后出现
的的的的““““民工荒民工荒民工荒民工荒””””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都会导致部分企业提高工资吸引员工，这
将间接提高物价水平。将间接提高物价水平。将间接提高物价水平。将间接提高物价水平。

� 三是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鲜蛋等涨幅明显，加之三是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鲜蛋等涨幅明显，加之三是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鲜蛋等涨幅明显，加之三是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鲜蛋等涨幅明显，加之
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压力
依然存在。依然存在。依然存在。依然存在。

� 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拾上升之势。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拾上升之势。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拾上升之势。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拾上升之势。1111月份以来，石月份以来，石月份以来，石月份以来，石
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再度呈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再度呈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再度呈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再度呈
现上行走势，我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现上行走势，我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现上行走势，我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现上行走势，我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



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

�一是工业需求趋缓，出口需求下降，国一是工业需求趋缓，出口需求下降，国一是工业需求趋缓，出口需求下降，国一是工业需求趋缓，出口需求下降，国
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国内外经济基本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国内外经济基本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国内外经济基本内总供求关系较宽松，国内外经济基本
面决定了物价上涨压力减缓。面决定了物价上涨压力减缓。面决定了物价上涨压力减缓。面决定了物价上涨压力减缓。

�二是粮食连续八年丰收，有利于稳定粮二是粮食连续八年丰收，有利于稳定粮二是粮食连续八年丰收，有利于稳定粮二是粮食连续八年丰收，有利于稳定粮
价，而且猪肉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价，而且猪肉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价，而且猪肉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价，而且猪肉等价格总体过快上涨的势
头有所遏制。头有所遏制。头有所遏制。头有所遏制。

�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内需求不旺的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内需求不旺的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内需求不旺的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在国内需求不旺的
情况下走势疲弱，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情况下走势疲弱，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情况下走势疲弱，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情况下走势疲弱，这一态势将会逐步向
消费品领域传导。消费品领域传导。消费品领域传导。消费品领域传导。



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

                    9999月份以来出现房价月份以来出现房价月份以来出现房价月份以来出现房价““““停涨停涨停涨停涨””””和回落趋和回落趋和回落趋和回落趋
势，房价已经形成下降趋势。势，房价已经形成下降趋势。势，房价已经形成下降趋势。势，房价已经形成下降趋势。12121212月份全月份全月份全月份全
国国国国707070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平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平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平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平
或下降的城市有或下降的城市有或下降的城市有或下降的城市有68686868个。个。个。个。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初步实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初步实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初步实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初步实现，
下一步要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房价还没下一步要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房价还没下一步要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房价还没下一步要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房价还没
有调整到位，限购限贷政策不会放松。有调整到位，限购限贷政策不会放松。有调整到位，限购限贷政策不会放松。有调整到位，限购限贷政策不会放松。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1-31-31-31-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
积同比下降积同比下降积同比下降积同比下降3.9%3.9%3.9%3.9%，，，，上年同期为增长上年同期为增长上年同期为增长上年同期为增长32323232....7%7%7%7%。。。。



2012年1-3月份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5.2%，增幅 比
上年同期下降14.3个百分点。



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是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
政策新亮点政策新亮点政策新亮点政策新亮点

　　　　            合理需求：首套置业的消费性购房需求全力合理需求：首套置业的消费性购房需求全力合理需求：首套置业的消费性购房需求全力合理需求：首套置业的消费性购房需求全力
支持，未来有望扩大到支持首套改善性购房需支持，未来有望扩大到支持首套改善性购房需支持，未来有望扩大到支持首套改善性购房需支持，未来有望扩大到支持首套改善性购房需
求，即一年内购新售旧的需求。求，即一年内购新售旧的需求。求，即一年内购新售旧的需求。求，即一年内购新售旧的需求。

                    合理供给：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增加合理供给：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增加合理供给：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增加合理供给：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增加
对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对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对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对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
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防止房价反弹的目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防止房价反弹的目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防止房价反弹的目达到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长期防止房价反弹的目
的。的。的。的。

        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坚持房地产调控政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坚持房地产调控政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坚持房地产调控政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坚持房地产调控政
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采取有效措施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采取有效措施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采取有效措施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采取有效措施
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完善公租房、廉租房的配套设施。设，完善公租房、廉租房的配套设施。设，完善公租房、廉租房的配套设施。设，完善公租房、廉租房的配套设施。



2012201220122012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
届效应届效应届效应届效应

�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
设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投资及经济增长。设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投资及经济增长。设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投资及经济增长。设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投资及经济增长。
从从从从“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到到到到“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的经验看，一个五年规的经验看，一个五年规的经验看，一个五年规的经验看，一个五年规
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17.3%17.3%17.3%17.3%、、、、24.1%24.1%24.1%24.1%、、、、
28.5%28.5%28.5%28.5%、、、、18.8%18.8%18.8%18.8%、、、、19.8%19.8%19.8%19.8%，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
五年规划第二年往往是建设项目进入投资高峰期五年规划第二年往往是建设项目进入投资高峰期五年规划第二年往往是建设项目进入投资高峰期五年规划第二年往往是建设项目进入投资高峰期
。。。。2012201220122012年作为年作为年作为年作为“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在重大规划的第二年，在重大规划的第二年，在重大规划的第二年，在重大
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
增长。增长。增长。增长。



2012201220122012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年推动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换
届效应届效应届效应届效应

� 国家对重点在建及续建项目投资以及国家对重点在建及续建项目投资以及国家对重点在建及续建项目投资以及国家对重点在建及续建项目投资以及““““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规规规
划重大项目开工给予信贷以及财政配套等方面积划重大项目开工给予信贷以及财政配套等方面积划重大项目开工给予信贷以及财政配套等方面积划重大项目开工给予信贷以及财政配套等方面积
极支持，极支持，极支持，极支持，1-31-31-31-3月份，到位资金月份，到位资金月份，到位资金月份，到位资金70971709717097170971亿元，同比增亿元，同比增亿元，同比增亿元，同比增
长长长长17.5%17.5%17.5%17.5%，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1-21-21-21-2月份提高月份提高月份提高月份提高1.11.11.11.1个百分点。其个百分点。其个百分点。其个百分点。其
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4.9%24.9%24.9%24.9%，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1-21-21-21-2月份提月份提月份提月份提
高高高高0.40.40.40.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 1-31-31-31-3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83758383758383758383758亿元，同亿元，同亿元，同亿元，同
比增长比增长比增长比增长14.2%14.2%14.2%14.2%，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增速较1-21-21-21-2月份提高月份提高月份提高月份提高2.12.12.12.1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6341363413634136341亿元，同比增长亿元，同比增长亿元，同比增长亿元，同比增长
23%23%23%23%。。。。



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加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加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加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加
快转变快转变快转变快转变

　　　　            加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具体措施，切实
扩大准入范围，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切实取消不扩大准入范围，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切实取消不扩大准入范围，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切实取消不扩大准入范围，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切实取消不
合理的限制。合理的限制。合理的限制。合理的限制。

                    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
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
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充充充充
分发挥中央投资在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分发挥中央投资在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分发挥中央投资在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分发挥中央投资在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以及生积极作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以及生积极作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以及生积极作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以及生
态环保、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态环保、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态环保、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态环保、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

                



2012201220122012年经济增长年经济增长年经济增长年经济增长8.5%8.5%8.5%8.5%

�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内需增速稳定，但出口和房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内需增速稳定，但出口和房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内需增速稳定，但出口和房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内需增速稳定，但出口和房
地产调整将使我国继续保持平稳减速趋势。地产调整将使我国继续保持平稳减速趋势。地产调整将使我国继续保持平稳减速趋势。地产调整将使我国继续保持平稳减速趋势。

�2012201220122012年中国年中国年中国年中国GDPGDPGDPGDP初步预测同比增长初步预测同比增长初步预测同比增长初步预测同比增长8.5%8.5%8.5%8.5%，，，，仍然仍然仍然仍然
处于我国潜在增长合理区间，经济平稳减速有处于我国潜在增长合理区间，经济平稳减速有处于我国潜在增长合理区间，经济平稳减速有处于我国潜在增长合理区间，经济平稳减速有
利于控制物价、调整结构、节能减排。利于控制物价、调整结构、节能减排。利于控制物价、调整结构、节能减排。利于控制物价、调整结构、节能减排。

�1111－－－－4444季度季度季度季度GDPGDPGDPGDP同比增速预测为同比增速预测为同比增速预测为同比增速预测为8.8.8.8.1%1%1%1%、、、、8.8.8.8.2%2%2%2%、、、、
8.5%8.5%8.5%8.5%和和和和8.8%8.8%8.8%8.8%。。。。

    



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三、宏观调控政策灵活微调，有保有控

　　坚持稳中求进，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　　坚持稳中求进，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　　坚持稳中求进，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　　坚持稳中求进，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
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

                    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做好应做好应做好应做好应
对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对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对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对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
的主动权。的主动权。的主动权。的主动权。



1111、突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灵活性、突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灵活性、突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灵活性、突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灵活性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总需求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总需求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总需求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总需求管
理，及时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理，及时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理，及时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理，及时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
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货币政策要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货币政策要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货币政策要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货币政策要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
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满足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满足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满足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满足
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

�上半年需要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半年需要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半年需要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半年需要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111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下半年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有一定下降空间，下半年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有一定下降空间，下半年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有一定下降空间，下半年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有一定下降空间，
但下调基准利率概率不大。但下调基准利率概率不大。但下调基准利率概率不大。但下调基准利率概率不大。



降低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

� 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
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
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
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 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
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2012年是中年是中年是中年是中
国汇率利率改革的历史良机，信贷规模控制国汇率利率改革的历史良机，信贷规模控制国汇率利率改革的历史良机，信贷规模控制国汇率利率改革的历史良机，信贷规模控制
等行政手段淡化。等行政手段淡化。等行政手段淡化。等行政手段淡化。

� 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
微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和“三农三农三农三农”的金融机构。要完善多的金融机构。要完善多的金融机构。要完善多的金融机构。要完善多
层次资本市场。层次资本市场。层次资本市场。层次资本市场。



2222、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取向、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取向、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取向、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取向

　　　　                    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依然保持较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依然保持较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依然保持较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依然保持较
高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高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高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高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

                            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
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
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抓紧落实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抓紧落实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抓紧落实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抓紧落实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
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完善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政策完善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政策完善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政策完善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政策

　　　　                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
15015015015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创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创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创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创
小型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
小型微型企业。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小型微型企业。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小型微型企业。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小型微型企业。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
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
策。策。策。策。中央财政要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重点支中央财政要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重点支中央财政要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重点支中央财政要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重点支
持小型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持小型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持小型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持小型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完善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支完善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支完善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支完善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支
持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产持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产持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产持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以及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以及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以及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以及
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和支持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和支持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和支持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和支持
3000300030003000家小企业创业基地。家小企业创业基地。家小企业创业基地。家小企业创业基地。                    



3333、、、、着力扩大内需着力扩大内需着力扩大内需着力扩大内需

� 既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需求，也要保持适度既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需求，也要保持适度既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需求，也要保持适度既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需求，也要保持适度
的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 确保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有序推确保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有序推确保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有序推确保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有序推
进进进进““““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农村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农村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农村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农村
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城市市政工程、铁路、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城市市政工程、铁路、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城市市政工程、铁路、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城市市政工程、铁路、
节能环保等建设。加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节能环保等建设。加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节能环保等建设。加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节能环保等建设。加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范区建设。范区建设。范区建设。

� 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妥善清理地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妥善清理地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妥善清理地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妥善清理地
方政府性存量债务，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继续方政府性存量债务，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继续方政府性存量债务，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继续方政府性存量债务，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继续
予以支持，防止资金链断裂。予以支持，防止资金链断裂。予以支持，防止资金链断裂。予以支持，防止资金链断裂。



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
统产业优化升级，要加快重点能源生产基地统产业优化升级，要加快重点能源生产基地统产业优化升级，要加快重点能源生产基地统产业优化升级，要加快重点能源生产基地
和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和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和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和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
务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务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务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务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要认真落实要认真落实要认真落实要认真落实“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节能减排综合节能减排综合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
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
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要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要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要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要
加强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大气、水体、重金加强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大气、水体、重金加强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大气、水体、重金加强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大气、水体、重金
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对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财政贴息对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财政贴息对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财政贴息对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财政贴息

　　　　            当前，企业为应对劳动力、能源、环境成当前，企业为应对劳动力、能源、环境成当前，企业为应对劳动力、能源、环境成当前，企业为应对劳动力、能源、环境成
本上升压力，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本上升压力，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本上升压力，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本上升压力，在采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设备
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节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节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节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取代人工和采用先进节能减排设备取代高耗
能高污染设备方面有巨大设备更新改造需能高污染设备方面有巨大设备更新改造需能高污染设备方面有巨大设备更新改造需能高污染设备方面有巨大设备更新改造需
求，商业银行要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点予求，商业银行要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点予求，商业银行要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点予求，商业银行要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点予
以信贷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安排部分财政以信贷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安排部分财政以信贷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安排部分财政以信贷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安排部分财政
资金予以贴息，对使用国产先进设备的项目资金予以贴息，对使用国产先进设备的项目资金予以贴息，对使用国产先进设备的项目资金予以贴息，对使用国产先进设备的项目
可实现更大力度的支持。可实现更大力度的支持。可实现更大力度的支持。可实现更大力度的支持。



4.4.4.4.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

     第一，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稳定。要稳定出第一，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稳定。要稳定出第一，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稳定。要稳定出第一，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稳定。要稳定出
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外贸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外贸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外贸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外贸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
务，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出口企务，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出口企务，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出口企务，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出口企
业收汇安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业收汇安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业收汇安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业收汇安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
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

　　　第二，积极扩大进口。抓紧制定加强进口　　　第二，积极扩大进口。抓紧制定加强进口　　　第二，积极扩大进口。抓紧制定加强进口　　　第二，积极扩大进口。抓紧制定加强进口
促进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完善进口贴息、进促进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完善进口贴息、进促进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完善进口贴息、进促进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完善进口贴息、进
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为企业扩大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为企业扩大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为企业扩大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为企业扩大进
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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