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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 李锦

12 月 10日召开的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往年有两个区别：一是往年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一周后召开，这次是四天后便召开。

二是时间提前，往年是 12 月 17 日至 20 日之

间，今年提前了一周，给人感觉是深思熟虑，

成竹在胸。

今年会议公报是 4700 字，去年是 5300
字，但是感觉到整体内容更具体、更丰富了。

对形势有些新的分析，提出一些新说法，例如

十大政策，五个正确认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向来含蓄而内敛，而经济工作会议是最直白

的。特别是“政策”“稳定”两个字，提得特别

多。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

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的企业

家怎样看形势？

2022 年，我们即将迎来的经济变化是什

么？有哪些新政策？哪些行业会引起重视？明

年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下面从 24 个

看点来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

看点一院首提野三重压力冶袁两提野不确

定冶袁外部环境压力较大遥
对形势怎么看？这里面首次提出了“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让”的三重压力，对待

明年的形势用了“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特别是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

不确定，后面这句话，“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句

话国际风云的变幻“不确定性”，已经知道但是

变化“不确定”，给人很强烈的悬念。其实，我们

自己内需消费的恢复受疫情影响也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

力，部分领域原本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可能

加速暴露，这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看点二院再次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遥
因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词很久没有

提了，现在提出，给人久违了的感觉。实际上就

是要提出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

济上质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

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连在一起，表达中央的

决心，不搞政治运动，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两个

“不”给人的感觉非常鲜明。应该说，企业家们

对形势走向还是心存疑虑的。特别对改革开放

来评价的舆论走向不无担心，对前一阶段“杀

富济贫”说法，有压力。这时代讲“经济建设为

中心”，是吃了颗“定心丸”。

看点三院会议公报连提 25次野稳冶袁指导

思想段落七次提野稳冶袁是一个野稳字篇冶遥
会议公报连提 25 次“稳”,相比往年的“稳

中求进”，这次多了四个字：“稳字当头”。在指

导思想这一节里面出现七个“稳”字。其中，“平

稳的经济环境”“稳中求进的基调”，“做好六稳

战略”，“稳定宏观经济大局”，“保持社会大局

稳定”，和后面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感

到 2022年发展是以“稳”当头，无稳不成篇。后

面，“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

协调，坚持系统观念”,也是讲“稳”的方法。

看点四院 对明年宏观经济工作的基本定

调袁稳中求进袁野进冶是主旋律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年经济工

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会议为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指明了实践方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基础和

前提，进是目标和方向，两者相辅相成。

过去对于宏观经济通常也有“稳”的描

述，但是这一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描述

是非同寻常的。中国的经济恢复并不平衡，经

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

在，今年外需明显好于内需，上游产业（例如

煤油）明显好于下游，大中企业明显好于小微

企业，工业明显好于服务业。今年三季度我国

GDP 增长已经掉到 4.9%，四季度不出意外会

跌破 4%，2022 年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内

生增长动力有所减弱。这个趋势如果不采取

较大力度的措施去干预，有硬着陆的风险。在

党的二十大前，不能出经济风险。

回顾这三年，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我

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2021 年随着疫情影

响减弱，政策力度趋于谨慎。2022 年政策的

主基调是“稳中求进”总基调。可以预计，2022
年速度将可能在 5.5%左右，赤字率水平仍将

保持在 3%左右，专项债的额度在 3.5 万亿。

看点五院围绕稳中求进袁提出十大政策遥
从之前的三大政策组合到现在的十大政

策组合，首先反映了明年的形势更加复杂，其

次是在召开党的二十大之际，要求保持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同时反映了政策应对更加

精细。十大政策部署中，有不少新措施、新提

法、新变化，值得关注。这里宏观政策，包括财

政、税收、货币，微观上，包括公平竞争政策、

结构政策、房产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

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这是第一次列出十

大政策。中国政府的“政策包”是丰富的，这

次，是充分使用与发挥政策的年份。公报强

调，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

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企业家们要十分关注

政策风向的变化。

看点六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袁保证财政

支出强度袁加快支出进度遥
2022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有望前移

至上半年，同时强调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

准、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首先做好保市

场主体、保收入和保就业的相关工作。在当前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明年

会体现出三个维度的新内涵：一是在“力度”

上，一方面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继续保持

适度的财政支出强度，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下

行。二是在“结构”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具

体是三个“加强”：加强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加强

对“两新一重”建设、技术改造、产能绿化等领

域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出助力供给侧固

本培元；加强在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

等公共服务领域扩大供给，提高品质。三是在

“节奏”上，适当前移财政支出节奏，尤其是适

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公报强调保证财

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政策的强度

与进度，决定形势走向。

看点七院 货币政策袁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袁开始发力遥
美联储即将启动 Taper，缩减 QE，拧紧水

龙头，逐步开启货币正常化进程。而在这次会

议上，告诉我们中国可能会与其发生背离，降

准甚至是降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方向是定向的降息、降

准、再贷款，给新基建、新能源和数字经济，还

有信息消费等领域。2022 年上半年，国内经

济动能可能继续减缓，稳增长压力进一步加

大。在 12 月 6 日政治局会议同一天，央行来

了一次全面降准。很明显，在“稳字当头”的

基本定调下，为了对冲“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

难度加大”的风险，我国将采用宽松的货币政

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看点八院 新的规模性减税降费政策有望

在明年出台袁进一步加码减税降费力度遥
现在民营企业日子不好过，民营企业多

在产品端，是下游。2021 年以来，工业品连续

涨价使得企业利润向上游产业转移，中下游

产业生产成本明显上升，利润空间持续受到

挤压。2022 年，中小微企业依然将面临较大

生产经营压力，在延续制度性减税、落实已定

缓税政策的同时，研究采取新的组合式、阶段

性减税降费措施，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

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和创新升级。

延续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和就业稳岗补

贴，扭转中小微企业全面放缓态势。这将有利

于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供应链韧性。

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

负纾困、恢复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

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看点九院微观政策要激发企业活力袁要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遥
上亿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韧性、潜力所

在，有力托住了就业基本盘，宏观政策要继续

围绕市场主体展开。特别强调要提升市场主

体的信心，公平竞争，反垄断，各种所有制竞

相发展，那么，不光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

要反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目前是指民营企业。

看点十院结构政策要打通生产尧分配尧流
通的各个环节遥

强调了要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国内的循

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的各个环节，是在结

构的整体调整上要下力气的。居民消费支出

持续低迷，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实际消费增

长几乎停滞。消费增长潜力可能已经出现“长

期下滑”。2022 年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

趋于复杂，叠加高基数因素，出口增速将出现

明显回落。

在消费方面，加强中国新能源，包括光

伏、风电、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零部件、动力

电池、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

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持

续稳定增长，是对消费拉动极为重要的。

看点十一院要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袁
启动基础再造工程袁形成一批新的企业遥

无论是政策端还是资金端，对于制造业

和民企的支持力度将不会减弱，以推动制造

业投资平稳增长。将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

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加

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一个

时期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发挥全工业体系和全

产业链的优势， 咱紧转 P2暂

“稳”字背后有深意
■ 张辛欣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行稳是致远的前提。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定调 2022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上，强调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字背后，有深刻

意义和战略考量。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精准把握宏观调控方向、节奏、力

度，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行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要清醒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

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

杂严峻和不确定。越是面对复杂形势，就越要

认识到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

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才能在关键领域有

所进取。

稳袁首先是宏观政策要稳遥各方面要积极

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

靠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

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

瞻性针对性，通过各项措施使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稳袁也在于市场预期要稳遥 稳定了预期，

市场才会稳，也会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

不断激发经济内生的动力。稳，更要求我们对

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正确认识和把

握，要更加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坚

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

费”“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抓好重

点群体就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会议提出一系列举措，扭住稳的关键点，找准

进的切入口。

稳袁不是等来的袁而是干出来的遥 着力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要求我们更加奋发有为、善

于作为，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保

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主动作为，就一定能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一定能激荡起经济发展

新气象，沿着高质量发展航向坚定前行！

向企业家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大政策与发展趋势
———2022年的企业发展，要记住这24点

荫2022年的经济主题:
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荫2022年的十大政策方向

1、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二是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三是减税减费政策要强化力度

2、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四是公平竞争政策深入推进

五是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六是房产政策坚持租购并举

七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

八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

九是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十是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荫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和实践途径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