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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央行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底 ，我 国 广 义 货 币 供 应 量（M2）余 额
110.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这一数
据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仍略高于去年初
制定的 13%的目标值。超过百万亿元的
M2 备受市场争论，有人质疑，是不是“货
币超发”导致了M2体量庞大？

事实上，M2 的增加并不是由“超发”
造成的。我国的货币供应量需要从3个层
次来考量：M0、M1 和 M2。其中，M0 被称
作流通中的现金，只有这一项是央行直接
发行的货币总量；M1 指的是狭义货币供
应量，是 M0 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M2 是
M1 加上企业定期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和
其他存款。截至去年底，M0 余额为 5.86
万亿元，M1 为 33 万亿元，M2 为 110.65 万
亿元。

也就是说，接近45万亿元的储蓄存款

余额，加上 30 多万亿元的非金融企业存
款，再加上其他存款和 5.8 万亿元的 M0，
构成了M2约110万亿元的总和。

从简单的数字看，我国的 M2 已经位
居世界第一。但是，衡量 M2 体量不能直
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 M2 比较，由于统计
口径不完全相同，没有可比性。

M2 的高企一方面是由于储蓄率较
高。由于中国人比较重视储蓄，国民储蓄
率超过 50%，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
币总量偏高。更重要的是，直接融资占比
大成为推高 M2 的关键。美国的直接融资
大概占 80%左右，他们的银行贷款相对
少，最后形成 M2 相对少；而我国的情况
却并非如此，我国间接融资也就是银行贷
款相对较高，人们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再
发放贷款给企业，企业拿到钱又存到银
行，这就导致企业存款大幅增加，成为

M2走高的推手。
此外，外汇占款较高也推高了M2余

额。在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背景
下，购汇行为使央行每年被迫向银行体
系中注入大量货币。截至 2013 年底，我
国外汇储备已高达 3.82 万亿美元，这意
味着超过 110 万亿元 M2 中，有约 20 万
亿元是受外汇储备增加的影响。

人们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M2余额
高是不是会造成通货膨胀，进而影响物
价？事实上，如果央行能够控制M2的增
长率，将其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就不会导
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GDP 要增长、生
产要增加、就业的工人要增加、工资要增
加，所有这些都需要有货币去支持。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M2 的增加也
并未导致物价大幅上涨。最近十几年
来，我国物价涨幅平均在 2%至 3%，而

经 济 增 长 水 平 近 10 年 在 9% 至 10% 附
近。可以说，中国经济实现了相对的高
增长和低通胀，货币政策为经济的平稳
健康发展创造了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当然，M2 持续高速增长也会对通胀
形成较大压力。“在粗放型发展方式下，
单位 GDP 往往需要占用较多的金融资
源。”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当前必须将重点放在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

控制信贷增速，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也
是可行的路径。连平认为，当前来看，股
市、债市等在社会融资中占比还较低，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渠道，
持续改善社会融资结构，从而实质性地降
低M2的增长动力。同时，增强汇率弹性，
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将有利于减轻
外汇占款增长对M2总量带来的压力。

百万亿元货币存量并非超发而来

正本清源理性看

1 月 28 日，由经济日报社中经产业
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共同编制的 2013 年四
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专刊出版发行。
专刊集纳了工业及装备制造、煤炭、石
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家
电、服装、乳制品等 12 个景气指数报告，
其中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报告由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联合编制。

景气监测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景气

已连续6个季度保持平稳走势，其反映的
工业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历史罕见。数
据显示，2013年四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
数为 95.3，与三季度基本持平（微升 0.1
点）。从监测的重点产业看，除了水泥、
电力产业景气度波动略大外，装备制造、
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家电、
服装、乳制品等9个产业的景气度与上季
度持平或基本持平。在整体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工业之所以能够长时

间保持高位平稳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
于国家相关稳增长政策以及释放企业活
力的改革。

展望 2014 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面依然良好，加上国内外各种有利
因素不断累积，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仍有望延续。但是，稳中向好的基础尚
不牢固、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工业转
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详见八版)

2013年四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显示——

工业稳中向好势头可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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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公里，温暖回家2000公里，温暖回家
1月22日零时11分，伴随着长长一声汽笛响，

本报记者和进城务工人员一起乘坐L603次专列，开

始了共计1995公里、近32个小时的旅途。这趟从北

京开往重庆的农民工专列共载有近1800名乘客。

一路上，不同车厢的几十位农民工与记者分享了这一

年的收获、喜悦和期盼。 10 版

贸易保护“逆风”又起
新年以来，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争端和制裁

接二连三。毋庸讳言，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目的是保护

本国工业生产，是一种传统老办法。但是，如今在经济

深度全球化的时代，若继续沿用传统老办法，不仅伤人

也会害己。显然，只有互利共赢才是正道。 4 版

延伸阅读

哈郑特高压竣工投运哈郑特高压竣工投运哈郑特高压竣工投运

本 报 郑 州 1 月 27 日 电 记 者 王
伟 李予阳报道：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
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长的特
高压直流工程——哈密南至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1 月 27
日顺利投运。

特高压哈郑直流工程于2012年5月
开工建设，输电能力可达 800 万千瓦。
这一工程是国家实施“疆电入豫”战
略的第一个特高压输电工程，随着工
程 的 投 运 ， 每 年 可 向 河 南 输 送 电 量
400 亿千瓦时，相当于河南去年用电
量的15%。相当于从空中向河南输送煤
炭2210万吨。

特高压输电技术包括特高压交流输
电和特高压直流输电两大类。在我国，特
高压交流输电是指电压等级1000千伏及
以上的交流输电，特高压直流输电是指电
压等级±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输电。
特高压能大大提升电网输送能力，具有输
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线路损耗低、工程
投资省等特点。

目前，中国已经投运数个特高压电网
项目。包括：2009年1月投入商业运行的
晋东南经南阳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
范工程、2012年12月建成投运的锦屏-
苏南±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2013年9
月正式投运的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
压交流工程，以及此次投运的哈密南至郑
州±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

什么是特高压

为推动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
革攻坚，水利部刚刚出台了《关于深化水利
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建立健全水权制
度和水价机制”被列为十大重点改革任务
之一。

就在不久前，内蒙古自治区水权收储
转让中心正式组建成立，负责收储和转让
盟市、行业和企业尚未利用的水权，以及节
水产生的水权、投资农业节水灌溉置换出
的水权，新开发水源水权、再生水水权和国
家、流域管理机构赋予的其他水权等。依
托这一交易平台，内蒙古率先开启了跨盟
市水权转让试点。专家表示，通过用水指
标市场化交易，可以推动地区和行业、企业
加大节水力度，实现水资源节约和优化配
置的目的。

两条消息的发布，引发了人们对于水
权制度问题的关注。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权指的是水资源
使用权。水权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水资源使
用权的确认和流转。完善这项制度，从根
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水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
效益。

这些年，我国对水权制度进行了多方
探索。从法律规章层面，先后修订了《水
法》，出台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对取用水户获取取水权、转让取
水权进行了明确规定。水利部先后颁布

《水量分配暂行办法》等对水资源确权、转
让等环节进行规范。在实践中，相关部门
加快界定初始水权，比如从流域层面，完成
了黄河、黑河、漳河上游、永定河、大凌河水
量分配；从取用水户层面，通过取水许可管
理明确取用水户水资源使用权。截止到目
前，全国保有取水许可证40余万套。在此
基础上，浙江、甘肃、宁夏、内蒙古、福建等
一些地方积极开展了水权交易试点工作。

记者在山东、山西等地采访时注意
到，一些村子的农业节水成效特别显著，
除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推广得力，背后还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农民自主节水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基层水利工作人员道出了
背后的秘密：原来这些村正是采取了初始
水权分配的方法，对灌溉用水实行定额管
理，农民用 IC 卡先购水后浇地，在分配
水权范围内所购的水量，节约归自己，并
可在农户间自由转让。小小的经济杠杆，
就撬动了农民节水的主动性，实现了节约
水资源的目的。

（下转第二版）

建立健全水权制度

用“市场杠杆”配置水资源
本报记者 张 雪

短 评 快

从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到过去一年下发十数
条“禁令”，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力度不断加
大。有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

之所以“为官不易”，一是一些老虎相继落
马，让一些人感到震慑；二是中央八项规定和一
系列禁令，在细节上让官员感到有约束。尤其是
后者，从“舌尖”到“车轮”，再到办公桌，制
度之笼越扎越密。许多“以前不算什么事儿”，
现在却成了“事儿”，不少官员因此受到查处，
而且是动真碰硬，不含糊、不手软。加之来自舆
论、百姓的压力，违法违纪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
口浪尖，让其“吃不了兜着走”。

“为官不易”，实际上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
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而剑指贪官、庸官、
坏官，既是民心所向，也是治党之本。中央多次
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
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求摆正好权力观，
做廉官、能官、好官，当好人民的公仆。所以举
凡抱怨“为官不易”者，都要彻底端正思想去

“刮骨疗毒”。

“为官不易”是好事
崔恒清

“为官不易”是好事
崔恒清

哈郑特高压工程跨越黄河施工（资料图片）。

安居工程安民心
“十二五”时期的头三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

程累计开工建设2490万套，已完成“十二五”建设

目标的近七成。随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大规

模实施，我国住房保障取得长足进展，政策体系和

组织实施机制日臻完善，越来越多住房困难家庭

将实现自己的“安居梦”。 11 版

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上首次

超过欧盟。这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最好佐证，

但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实际上与

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更何况，研发

投入强度与研发能力最终还不能直接画等号。 5 版

伦敦雾是怎样散去的
伦敦雾霾是当年英国工业化付出的惨痛代价。为

让雾霾散去，英国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如今在英

国，雾霾天几乎不见，但治理环境污染的努力仍在继

续。从管理燃油到征收“拥堵费”、制定减排目标到对抗

PM2.5，伦敦治理空气污染的步伐从未间断。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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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果静

（（见六版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