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形势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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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宏观经济的发

展存在极大的风险，亟需通过对宏观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评估存在的

现有效的吸引和使用外资。
1． 7 财政金融平稳运行。针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国家采

主要分析，探索合理的宏观经济发展途径，确保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加大扶持力

增长。

度，
确保财政金融的平稳运行。根据统计仅 2016 年 1 季度就吸纳
存款 5． 4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 2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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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今的十年是国内外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世界
经济从“大缓和”逐步向“大衰退”转变，导致中国经济所处的外部

发生积极变化，的那是整体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

环境进一步恶化，给予中国经济极大的冲击。在此形势下，中国宏

国经济转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宏观经

观经济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形成世界经济衰退期的经济发展
“新常态”。

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下面对存在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
2． 1 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风险。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

1、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现状
1． 1GDP 持续回落，增速逐季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

增速放缓的整体趋势，这是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高经济增

2、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风险分析
尽管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运行，许多主要指标

速造成的，是对前期经济高速发展的消化，对经济基础的夯实有至

2015 年国内的 GPD 达到 676708 亿元，同比增长
内生产总值数据，
6． 9% ，首次跌破 7% ，低于 2009 年以来的评价水平。预计 2016 年

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应该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如果超出该区间，

将维持在 6． 5% － 7% 左右，较之去年可能略微有所下降。
1． 2 农业经济发展稳定。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

将会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增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害。
当前，伴随经济增速下滑，国外的诸多势力炒作“中国威胁论”，强

关重要的作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然

经济发展的基础行业，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各类

调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对中国的经济形

政策的有效引导，实现国内耕地的有效保有和农业生产的科技创
新，有利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根据统计，2016 年的水稻种植

象造成极大的损害，影响资本的注入。
2． 2 经济发展缺乏长久的动力支撑带来的风险。消费需求是

面积增加 0． 3% ，小麦种植面积增加 0． 4% 。
1． 3 工业生产下降趋势有所缓和。受到低迷的经济环境的影

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长久动力所在。然而，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
于衰退期，且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衰退、调整的状态

响，市场对工业产业的需求保持较低层位，加之去产能政策的推

下，这导致外需相对疲软，只能通过拉动内需的方式，刺激国内经

动，导致工业生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给予相关企业极大的改革

济的发展，给予宏观经济长久的发展动力。而要想拉动内需则需

动力，促使企业尽快完成转型升级，从而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需

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然而，当前国内的

要。具体来说，当前的工业生产行业呈现差异化增长确实，新能源

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难以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
2． 3 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风险。传统的经济体制以投资为

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迅猛，而原煤，粗钢等企业则存在极大
亏损。
1． 4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受到国内利好政策的影响和国

主，辅以进出口贸易，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世界

家在关键领域的投资带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有所恢复，有效推动

济的发展需要，迫切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与此同时，投资结构趋于优化，主要的投资
方向侧重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同比增长 3% 左右，而采矿、电

到刺激国内消费上来，借助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力等行业的投资则层析下降趋势，个别领域下降幅度超过 18% ，

对转型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严格的谨慎调控，确保经济体制的顺利

这是基于市场自主调节机制的资产投资结构的优化，对于国民经

转型。
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途径分析

济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1． 5 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消费价格小幅提高。在居民的日常

经济衰退期的持续，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宏观经

然而，经济体制转型并非易事，稍有不慎将造成严重的后果，需要

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风险，未来的经济应

消费中，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住房、教育和娱乐类的消费
品价格呈现上涨态势，涨幅在 0． 4% － 5． 1% 之间，交通、通信类有

该向着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惠民生四个方向发展。
3． 1 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来看，最近的几年内，中

所下降。就居民的消费水平而言，增速较之 2015 年有所回落，当

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将呈现下滑态势，这是由当前的经济现状决定

时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1． 6 外贸增速先降后升。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和中国

的，是对之前的投资、人口红利等方面影响的消化。针对这一情

“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外贸增速呈现先降后升的形式，充分体
现“一带一路”策略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外贸经济的刺激作用，实

况，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应该以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通过相
关政策的采取将经济的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要想
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就应该从拉动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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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需，稳定外需的方式，刺激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整

其次是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给予

体增速的把控。具体来说，首先是关键领域和项目，可以通过直接
注资或发行债券等形式给予资本支撑，推动重点领域和项目建设；

一定的政策帮扶和引导，促进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3． 4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

其次是推动银企合作，为优势项目提供融资渠道，实现项目发展的

落脚点，进行宏观经济的发展，应该以惠及民生为指导方向，通过

资金保障； 三是采取政策调控的方式优化投资结构，提升企业的抵

对居民生活环境、水平等的提升，增强局面的幸福感。就中国的居

御风险能力。最后是积极落实各项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发挥消

民构成来看，超过 6 成以上为农民。所以，改善民生的重点应该放

费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3． 2 调整经济结构，由外需转化为内需。不可否认，以外需为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拉动内需，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在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等工作上，通过对农村地区的环境改善，带

主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风险，应该

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对技术革新和社会就业等问题产生一

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经济增长速度控制，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

定的积极影响。在此形势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已成必然。所

革和改善民生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推动经济体制

以，应该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内需的有效扩大和外需的合理保

的尽快转型，形成内需为主，兼顾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

持。具体来说，一是调整出口结构，改变现有的高污染、高消耗的

宏观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出口产品结构，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 二是确立
以民生为主体的内需扩大策略，将内需扩大的重点放在医疗、教
育、安居等民生领域； 三是积极推动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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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也开始提供 4G 业务。三大运营商大规模投资建设 4G 网络，
4G 数据流量市场进入了成长期。但由于竞争的引入，
4G 数据流
量资费水平开始下降。在 4G 数据流量市场进入一个成熟期后，
4G 数据流量资费也将保持一个稳定状态至衰退期。对利润的追
逐使运营商期望数据流量资费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但是由于
数据流量的产品同质化特性、行业的竞争博弈、产品的生命周期使
电信运营商不得不逐渐降低数据流量资费水平。（ 3） 影响数据流

3、以移动数据流量为基础的信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3． 1 信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理。信息消费对经济的影
响主要表现： 首先在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拉动。根据工信部的相关
测算，信息消费与 GDP 增长率的系数在 3 倍以上。根据 2013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的《意见》中提到的我国信息消费的具体目标进行
测算，如果经济增长水平维持在 7． 5% 左右，那么新增信息消费将
至少占经济增长增量的 10% 以上。再次是通过优化消费结构带
动产业升级。根据《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

量定价机制重要因素 － 消费者。作为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资

影响研究》显示，居民信息消费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的诱

源，移动数据流量的资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消费者对移动

发系数较高，能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率。并且随着信息消费规模的

互联网的使用，从而影响信息消费的发展。在流量定价机制中，消
费者通过“价格选择”来影响数据流量的市场价格。影响消费者

扩大，这种优化作用会越来越好。
3． 2 信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实际效果。中国 2015 年的信息
消费年度总额达 3．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 3% 。预计到 2025 年，

的“价格选择因素”主要有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和“需求弹性”。
1） 选择成本。消费者在对不同运营商的数据流量价格作出选择，

信息消费总额将达到 12 万亿元。信息产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产

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转网成本”。“时间成本”指的是消费者

业升级，服务业创新，高新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推动供给侧改

得不断花时间在运营商提供的变化频繁种类繁多的数据流量价格

革构建了坚实的基础。

中作出比较，选出价格最低的产品。为了降低消费者的“转网成
本”，国家已经开始推行“携号转网”，消费者未来的“转网成本”将

综上所述，消费者在数据流量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弱势得到逐
步的好转。在中国通信业进入 4G 时代，移动数据流量已成为影

大大降低。2） 需求弹性。2015 年中国移动手机上网资费单价下
降 43% ，而移动数据流量较上年增长 143． 7% 。毫无疑问，数据流

民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移动数据流量的资费处于一个合

量的需求弹性大于 1，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长期而言，消费者的
“价格选择”和“需求弹性”的特点将促使数据水平向有利于消费

响信息消费的基础资源，影响互联网 + 的国家战略实施，是推动国
理的水平将不仅有利于通信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将有利于为
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提供推动力。

者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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