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间调控、定向调控、

相机调控三者组成了一个

精巧的调控体系，助力经

济结构优化且不失速

2016年，宏观调控面临多难抉择，我
国政府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而是依靠改革创新来稳增长、调结构、防
风险。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
相机调控，提高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
性，注重消费、投资、区域、产业、环
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今年如何更好地创新和完善
宏观调控？记者采访了代表、委员和专
家学者。

调控方式不断创新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快构建科
学规范、运转高效、实施有力的宏观调
控体系，既是认识、适应新常态的迫切
需要，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内在
要求。近年来，我国先后创新实施区间
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调控的前
瞻性、针对性不断提高，协同性、有效
性显著增强。

“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
相机调控，提高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
性，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认为，对趋
势性苗头性问题，要有预见性，在制定
政策时对问题成因及政策效果要深入研
究、预判，政策措施要精准。否则，在
执行中就达不到预期效果，出现问题时
容易措手不及。

“比如，对资本市场运行、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其他经济体宏观政策变动
带 来 的 外 溢 效 应 等 ， 都 要 有 相 关 预
案。”张晓强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
席李克穆认为，相机调控是根据不同时
期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举措，要求宏观
调控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使调
控手段更加有效，促进宏观经济运行更
加顺畅。

“相机调控要求准确判断某阶段的情
况，并相应调整政策力度和着力点。今
年赤字率的确定就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相
机抉择。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的形势
下，没必要进一步提高赤字率，因此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赤字率保持在3%
的水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
景明说。

对于区间调控，白景明认为，这是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重要创新，体
现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发挥了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更
好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要校正市场
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定向调控。比如，

今年积极财政政策注重有效性和精准
性，在支出政策方面，提出保障重点，
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和扶贫、农业、教
育等重点领域的投入，更好发挥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尽管去年国际上出现一些‘黑天
鹅’事件，但是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
定。今年宏观政策还是延续去年的主要
做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不
变，促进经济在稳健中前进、稳中向
好。”李克穆委员说。

提高预见性精准性有效性

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各类宏观调控政策要服从于发展全局需
要，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和法律等工
具、手段，不断提高调控的预见性、精
准性和有效性。

“ 财 政 政 策 是 宏 观 调 控 的 重 要 工
具。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中央决定2017年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效，注重
合理调整政策力度和着力点，充分体现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保障重点支
出的需要。”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
发言人欧文汉说。

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用“两
减一扩”来概括。所谓“两减”，就是
减轻企业税收和缴费负担；“一扩”，就
是适度扩大支出规模。

传统上，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工具是
扩大赤字和拉动投资，而我国将着力点
主要放在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激
发市场活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今年赤字率保持不变，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减税降费，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
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

“营改增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
不但减轻了企业负担，还促进了产业结
构优化、经济转型升级，凸显了宏观调
控工具手段的创新，提高了调控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白景明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政
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和往年一样，今年
也给这些重要的金融指标设立了一个

“小目标”。今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
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M2预
期增速比去年调低了1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
分行行长周晓强认为，M2保持在12%左
右，这体现了不能靠“大水漫灌”来强
刺激，更多应该在结构调整和优化上，
在存量盘活中做文章。“调低一点 M2增
速目标，可以通过结构的优化来盘活存
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今年，货币政策仍然保持稳健基

调。有人认为，稳健中性是不是要收
紧，流动性是不是会紧缺，资金价格是
不是要上涨？

“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中性，这
并不是简单地收紧，而是要保持流动性
基本稳定。”周晓强代表认为，这些问
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很明确，要综
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
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
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
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

多重政策协调配合发力

我国正在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
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
策体系。今年，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政
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同时，加强多种政策
措施的搭配，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提
高宏观调控的效果。

“各种宏观政策要互相协调，比如
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各方面政
策既要分工发挥作用，又要注意统筹配
合。”张晓强委员说。

对于资金存在“脱实向虚”的情
况，周晓强代表认为，需要多方面宏观
政策协同引导。“影响实体经济资金价格
的因素还有很多，需要在用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的同时，加强信贷政策、产业政
策、财政政策等的配合。总体上，当前

实体经济的资金价格比较稳定，不会有
较大变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实施
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需要加强协
调衔接、形成宏观调控合力，才能更好
发挥两大政策功能作用。特别是财政风
险和金融风险的防范，需要财政、货币
政策紧密有序地配合。”白景明说。

张晓强委员认为，在多种政策组合
上，市场机制要跟上。“比如，在去杠
杆工作中，如果简单地以行政化手段去
杠杆，容易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法来推进去杠
杆，多种方式并举，相关的市场化融资
机制要配套。”

“与市场会发生失效一样，宏观调控
政策也会发生失误。为防止宏观调控政
策出现随意性、盲目性和不协调性等问
题，需要把政府的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
管理的轨道。”全国政协委员、江苏长江
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刘
志彪认为，要依法划清宏观调控的范围、
界定宏观调控职权，实行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管理，并把其逐步公开化。

“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性也十
分重要，必须明确各部门在宏观调控中
的责任。如金融宏观调控，直接关系到
国家金融安全，关系到避免出现大规
模、系统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央行、
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
会’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性。”刘志彪
委员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17年，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
为 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
更好结果。这一预期目标符合经
济规律和客观实际；要完成这一
目标任务，我们也有许多支撑条
件。不过，国内外形势严峻，要完
成这一目标也需要不断努力，特
别是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
式，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必须
保持政策定力。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
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
工作的方法论。“稳”是基础，只有
政策稳、预期稳、社会稳，发展形
势才能稳；“进”是目的，只有积极
进、主动进、持续进，才能不断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最近几年来，尽管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运行始终
处于合理区间。我们要贯彻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就必须强调保
持战略定力，在宏观调控面临多
难抉择的压力面前，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的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
策调整。我们要在保持宏观政策
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局稳
定的前提下，坚持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
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
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
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
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
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必须
主动作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
控。加强定向调控，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促进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的提升。因此，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效，坚
持突出重点、有保有压，加大力度补短板、惠民生；货币政
策也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
农”和小微企业。

加强相机调控，就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新情况、新问
题、新苗头、新趋势，结合各项调节措施的具体情况，及时
做好分析研究，灵活机动地决定和选择调控措施，加强预
调、微调，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
经济发展持续有效的量的积累，助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
升级和结构优化。

当然，宏观调控并不是万能的。宏观调控是外来力
量，往往是因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滞后或者失灵，才需
要依靠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正因如此，宏观
调控应重在预调、微调，不能一遇到困难和压力就想着宏
观调控出手解围，更不能患上“宏观调控依赖症”。

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关键还是
要依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通过进一步深化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强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让市
场机制在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内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
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引领中国经
济行稳致远。

当今世界经济整体低迷，我国已成为
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丁时勇说，“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L’形增长由降转稳。所以，稳中求进是
最好的应对之策。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
从‘止跌’向‘提质’转变”。事实上，随着
一系列促进实体经济的政策出台，很多处
在转型阵痛期的企业已经体会到了创新
宏观调控方式的益处。宏观手段有效倒

逼了市场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换
代。尽管目前的 GDP 增速稳中趋缓，但
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

丁时勇委员更关注如何进一步创新
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政策重在定
向，重在微调，重在预调”。他说，区间
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组成了一个
精巧的调控体系，助力经济结构优化且
不失速。2017 年，政府需要继续统筹运
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同时加强与产业、投资、消费、价格等
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打好稳增长的

“组合拳”。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使宏观
调控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还有创新手段
和政策储备，有效的宏观调控就像大脑发
出的指令，只要指令得当，中国经济便不
会轻易失温。”丁时勇委员说。

增强政策协调

提高调控效果
林火灿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丁时勇——

指令得当经济不会轻易失温
本报记者 闫伟奇

精巧调控应对多难抉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曾金华 陈果静

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上，周伯华委员（右）认为坚决贯彻宏观调控政策

将对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