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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习近平：我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过关期

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

7

月

21

日在中南海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

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

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

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民建中央主席

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

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致公党中央主

席万钢、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

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席王

钦敏、 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先后发

言。 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

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并就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防范和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财政金融风

险、 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优化营商环境、

发挥营改增改革政策效应、提高物流业

运行效能、 提高人力资源有效供给、完

善医保管理体系、构建科技创新先发优

势、推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提出

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作

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今年是全面落实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关键一年。 中共中央审时度

势、科学决策、狠抓落实，推动实施“十三

五”规划各项任务。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

定了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就

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做好下半年经

济工作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

意见，听了很受启发，我们将认真研究、

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深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大力振兴和提

升实体经济”两大主题，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带队，深入

10

余个省区市的

200

多家

基层一线单位，听真话、察实情、建诤言、

献良策，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调研成果。各

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呈报各类调研报

告、意见建议

80

余件，为我们决策施策

提供了重要支持。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

向好， 结构调整深化， 主要指标好于预

期，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 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出

现积极变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

是好的， 经济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

变化，企业预期和市场信心逐步好转，经

济发展动力增强， 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

重要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新发展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 政府和企业行为正在发

生变化。同时，虽然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

绩，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

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

脑、加强工作、妥善应对。 我国经济仍处

在结构调整的过关期，把握经济发展阶

段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在正确的时

间做正确的事，坚定不移抓好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妥善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要

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 稳是主基调，

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 稳中

求进不是无所作为， 不是强力维稳、机

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

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

时机，把握好度。

楼市要稳 调控政策要连续稳定

专家认为加快建立长效机制，关键是要完善长期制度建设，包括鼓励租赁等长期政策有望加快落地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昨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

究了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了下半年经济

工作。 其中， 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有一句

话，即“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对此，

接受证券时报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这

句话内涵指向比较明确， 传递出目前去

库存压力已经不大， 重点还是要稳定房

地产市场。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

旭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句

话是在“三去一降一补”里面提出来的，

这次没提去库存，而是重点讲了“政策

要连续稳定”，这就透露出一个信号，即

目前去库存的压力已经不大了，重点还

是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稳定”的意思是

过去半年到一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需

要降温。

杨红旭认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

性” 表明了目前部分城市的调控政策还

不能放松，还要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到今

年年底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之前有开发

商和个人觉得开完大会之后， 四季度调

控会放松，按照这个口径，估计四季度也

不会放松，仍保持基本的稳定。”他说，至

于明年是否会放松就不好说了， 如果市

场低迷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放松。

“说完要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后，

紧接着说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这表明调

控政策要稳定要连续， 要一直等到长效

机制的出台 （除了市场降温这个因素

外）。目前抑制部分城市过热的调控会一

直抑制着， 然后跟这个长效机制有一个

衔接， 之后等到部分城市房价跌幅比较

明显，楼市降温到一定程度，部分短期的

调控政策如限价、限购、限贷可能就会放

松。 ”杨红旭说。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这句话

意味着现行的调控政策不会放松， 长效

机制的建立还要加快。 当前房地产市场

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考虑到与长效机制

的衔接作用， 在税收等替代性措施出台

后，行政性措施会逐步弱化。

“过去的房地产调控更多是短期政

策， 所以经常因为经济走势不同而出现

波动。 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建立长效机

制，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能只靠一

时的应急调控政策， 关键是要完善长期

制度建设， 包括鼓励租赁等长期政策有

望加快落地。”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说， 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

机制，关键要处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

地产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 另外必须

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

他认为，从政策预期看，下一步应加快住

房、土地供应、房地产税收、租赁等制度，

以长效机制引导市场稳预期。

上海首批只租不售地块11.5亿元成交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随着“租”这个字越来越得到重视，

“只租不售” 的土地模式也将更多的出

现。

7

月

24

日，上海首批公开出让的两

幅租赁住房用地正式成交。

此次成交的两幅地块， 一幅位于浦

东新区张江南区， 土地面积约

6.5

万平

方米，可建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由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

格为

7.24

亿元，成交楼面单价为每平方

米

5569

元。 另一幅地块位于嘉定区嘉

定新城， 土地面积约

2.85

万平方米，可

建建筑面积

7.13

万平方米，由上海嘉定

新城发展有限公司竞得， 成交价格为

4.24

亿元， 成交楼面单价为每平方米

5950

元。 两幅土地采取 “只租不售”模

式， 项目建成后将至少提供

1897

套租

赁住房房源。

上海首次推出的这两块租赁住房用

地所在的区域，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地

理位置堪称优越，用意更加深远。即使土

地性质“只租不售”，开发商也依然视其

为香饽饽。 就在

7

月

4

日上海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局挂出这两宗地块时， 许多大

型开发商均表示出了拿地的热情。不过，

此次竞得两宗地块的均为国有企业。 有

消息指出，虽然有超过

30

家房企提交了

竞买申请书， 但两块地却分别只有

1

家

企业提交竞买保证金。

成交楼面单价仅“四位数”，这与上

海其他同地段的土地拍卖价格相比显得

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地价低并不代表

门槛低， 实际上持有型租赁住房对开发

商的运营能力和资金要求更高。

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认

为， 目前能够接下租赁用地的房企并不

多，更加考验房企的开发、运营、资本运

作等综合能力。 租赁物业要做到持续产

生价值， 一方面租赁本身能够产生租金

收益和相对应的增值收益， 另一方面要

通过运营提升物业市场价值， 也就是价

格，这些都是房企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在

张宏伟看来， 企业融资和资本市场运作

的能力则更为关键， 特别是物业进入成

熟阶段后如要退出变现， 就需要利用金

融工具，比如

REITS

等各种证券化手段。

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两个项目的租金

回报率至少都在

6%

以上。

其实，在近期发布的“十三五”住房

发展规划中， 上海已明确加大租赁住房

用地的供应和加快租赁住房的建设，预

计新增供应各类住房约

170

万套， 其中

租赁住房约

70

万套。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17

年

6

月

北上深及三亚等

4

个城市租金严重过

高。 根据房租收入比公式 ，计算出各城

市房租收入比值。 具体城市来看， 北京

（

58%

）、深圳（

54%

）、三亚（

48%

）、上海

（

48%

） 等

4

个城市房租收入比高于

45%

，属于租金严重过高城市。

虽然“只租不售”用地在上海是首次

推出，但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佛山等地

已有先例。 去年

12

月，万科曾在北京海

淀区拿过两块地，

100%

自持， 期限

70

年。 另外， 今年

6

月万科又以最高限价

25.3

亿元夺得佛山南海桂城平洲一宗住

宅用地， 并自持这块地上所有物业，

70

年不出售。

亚金协将撬动亚洲地区

高储蓄与投资需求对接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7

月

24

日，亚洲金融合作协

会（简称“亚金协”）成立仪式在京

举行。 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的成果之一， 亚金协目

前已汇集了

107

家、 覆盖了五大

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未

来， 亚金协的会员将在金融思想

交流、金融业务、金融安全、普惠

金融、 绿色金融等领域加强交流

合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亚金

协成立大会发去的贺信中指出，

建立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是世

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积极倡议支持筹建亚洲金融

合作协会，以“联通合作、共治共

享”为宗旨，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

置， 支持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

发展。希望亚金协秉承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等理念，积极探索，团结

协作， 逐步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交

流与合作的促进者、 标准制定的

引领者、 安全与稳定的维护者和

全球金融治理的共建者， 为亚洲

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健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在成立

仪式上致辞指出， 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达

成全球共识， 全球性金融危机必

须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力量、 各国

政府、 金融界协调一致的行动来

共同应对， 亚金协是为应对区域

金融合作的需求而生， 可谓正当

其时。亚金协的成立，将一方面通

过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平台，

加强区域金融机构交流和金融资

源整合，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为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

的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治理结构

制度安排， 便利全体会员共同治

理协会，共享协会服务及成果。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

称，亚金协成立的一大任务，就是

撬动一些有盈余的经济体的巨大

储蓄， 去投入到缺乏投资的经济

体之中，如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

资、技术转移等方式。目前政府之

间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例如官方渠道已经有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简称 “亚投行”）和

“一带一路”倡议，但仅靠官方渠

道还不够， 必须要有私人部门和

公共部门的通力配合。

陈德霖表示， 在亚洲的金融

体系的运作中， 存在了一个明显

的缺口， 很多经济体有大量的盈

余储蓄， 而且他们也在寻求这些

可盈利且具有生产力的投资机

会，但是却找不到可投资的项目；

与此同时， 亚洲每年有超过一万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这就造成了储蓄和投资之间脱节

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在这个背

景下， 亚金协能够起到独特的作

用， 来进一步推动金融中介的区

域协作。 ”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也认为，

亚洲地区虽然面临着很多的流动

性， 但是整个地区却很难利用这

些大量的储蓄， 这是由于缺乏金

融的融通和一体化， 而亚投行和

亚金协的共同合作， 有助于扩大

流动性的利用。

此外，陈德霖认为，未来亚金

协还将在国际金融市场统一标准

的制定、 协调和化解跨境金融在

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 以及大力

推动金融企业稳健的风险管理实

践等方面大有可为。

美联储议息来袭

能否拯救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股仍在不断创下新高，但

美元指数已经打回美国总统特朗

普当选时的水平。本周，美联储将

召开

7

月货币政策会议， 预计会

后将宣布利率不变， 但市场将关

注美联储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看

法和对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线索，

美元指数能否借此扭转颓势？

目前， 华尔街各大投行对于

此次决议的预期基本一致，认为

美联储本月将按兵不动，承认经

济进一步转好、 通胀仍疲软，并

对缩减资产负债表进程进行“吹

风”。 而在上月，美联储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

基点到

1%

至

1.25%

的水平，这是

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

先后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

QE

）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和机

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其资产

负债表的规模从危机前的不到

1

万亿美元膨胀至目前的约

4.5

万亿美元。

不过， 瑞银认为美联储存在

提前公布缩表计划并提前开启

缩表进程的可能。 摩根大通经济

学家费洛利认为，这次美联储声

明中或直接表明

9

月起开始实

施资产负债表正常化，但美联储

在此次会议上就启动 “缩表”的

可能性不大， 因为市场尚无准

备。 据彭博报道，有

41

位经济学

家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美联储

将在

9

月宣布缩减资产负债表

计划的时间表， 然后在

12

月再

次上调利率。

“缩表” 可谓

QE

的反向操

作， 其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

及对世界经济的外溢影响不容小

视。 美联储“缩表”关键在于避免

长期利率水平失控， 如果长期利

率大幅跳升， 就会伤害美国经济

复苏， 其外溢影响也可能导致全

球金融市场动荡并诱发风险和危

机。美联储主席耶伦曾表示，美联

储“缩表”可能会导致美国

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今年上升

15

个基

点，相当于两次常规加息的效果。

她认为，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符合

预期，美联储可能会“相对较快”

执行“缩表”计划。

与美股的强势不同， 今年以

来美元指数累计下跌

8.2%

，上半

年美元指数更创下近

6

年来的最

差表现。 在

24

日欧洲交易时段，

美元指数一度跌破

94

关口。有分

析人士表示， 投资者对美联储的

口径将更为敏感， 如有任何偏鹰

派的口径， 都将有可能引发美元

反弹。不过，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指

出， 美元仍将继续处于外汇趋同

交易的不利方， 投资者对特朗普

政府财政刺激计划明显失败的后

果持谨慎态度。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全球顾

问克拉里达指出， 特朗普的经济

政策缺乏进展， 使美元氛围日益

低迷，虽然很多人预计“特朗普经

济学”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刺激，尤

其是在减税与扩大基建支出方

面， 但美国国会一直未采取任何

举措，这令许多人大失所望。国际

金融业协会认为， 由于美联储加

息后短期内美元汇率大多呈现回

调趋势， 加之投资者对特朗普政

府能否顺利推行经济政策的担忧

增加， 美元未来进一步升值的空

间有限，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

值压力也将得到缓解。

吴比较/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