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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领会十九大报告，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供给侧不应是一 般 泛 泛 而 说 的 供 给 管
理， 传统体制下高度集中命令经济可归为
一种非理性的供给管理。 中国推进现代化必
须强调的是理性供给管理，是追求一定要在
“守正” 前提下“出奇制胜” 。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正应该是这样一个“守正出奇” 中
走向现代治理的体系。

贾康
学习十九大报告，讨论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需要全面领会与把握中
央大政方针。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发展
历史方位作出了“
新时代”的判断，明
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并对新的阶段上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作出新判断。 这才落到了要在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里面抓住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主线。 深刻认识十九大
精神，必须同时领会如何保持住前进
定力，要看到“
两个不变”。

实现“
强起来”
历史飞跃的时代
对于新时代，概括起来应该是说，
我们已经走过了 “
站起来”、“
富起来”
两个时代， 而现在进入的是发展实现
“
强起来”历史飞跃的时代。 这样一个
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新起点的判断，
对应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要以这个思想来作为今后
的行动指南。
作为具 有 统 领 和 指 导 全 局 意
义的理论思想，面对现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
有一个原点和支柱： 时代背景下

整个社会的运行中间， 对主要矛
盾应持有怎样的认识？ 十九大报
告非常清晰地说， 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 “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物质文
明 之 上 还 有精神文明， 过去已经说
到“
文化”，已经涉及精神生活层面，而
现在实际上是进一步提升对于人民的
需要的认识，更综合地把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和整个社会中“
人的全面发展”
所需的相关要素都加入进来。
人的需求层次有逐步提升的规
律，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既是不断发展的动力，又是对供
给侧有效供给的压力与挑战。 我们
必须注意的问题是， 在另外一侧，
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充分只
能是相对的，现在的关键是把充分
与否，作为一个动态变化中更偏于
总量描述的概念放在平衡的后面，
不平衡”问题的新表
作为从属于“
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平衡与否，
是动态变化中间直指结构问题、更
偏于质量描述的概念。 这也正是
“
追求质量第一、效 益 优 先 ” 的 新 发
展理念所必须牢 牢把握的关于矛盾
主要方面的认识。

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与
社会主要矛盾一脉相承
以此分析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新认识、新表述，后面的政策含义是十分
清晰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供给侧改
革为主线， 是和前面原点性质的对社会
主要矛盾的分析认识内在契合、 一脉相
承而引出的。
在实际生活中， 这会进一步指导我
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攻坚克难瓶颈
期、现代化关键的冲关期，在目标导向与
问题导向结合之下， 着力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化
解“
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
胁——
—也就是要面对制度结构、 产业结
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生态
结构等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不平衡的因
素，及时、有效地来加以克服。
我们别无选择， 必须以制度创新为
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
力空间， 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
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 即以全要素生
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 全要素生产率
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等量齐观，强

调的是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间，
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
巨大潜力得到发挥的问题， 这是为支撑
我们能够在“
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
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 所必须抓住主
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诸多新变化中的
两个“不变”
十九大报告里面有这么多的新变
化，也特别强调了两个不变：一是我们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个是我们作为世界
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
只有认识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在其
—《
政治经济学
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批判（
序言）》中，非常清晰地讲到“
两个决
不会”，即：“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
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
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
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一方面，进
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终于看到了超常
规发展态势，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
经形成了蓬勃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也

有那么多现实情况，在表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 在这么
多不成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党中央强
调两个不变， 实际上是认识上的清醒
剂。 对于我们这些年发展成就方面，须
注意容易被渲染到不中肯的状态，我们
要防范思想认识误区。

供给管理。

推进现代化
必须强调理性供给管理

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一个传承。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六十条”改革举
措，最核心、最浓缩的认识是提出了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即“
的现代化”。 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
现代治理这一最浓缩的核心概念。
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境界大不一
样， 管理所强调的无非是各级政府自上
而下掌控这个架构， 而治理强调的一定
是突破原有的认识框架， 使政府和非政
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
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
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调动一切积极性和潜
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 这是“
六十条”的
精神实质，反映着现代化必须要掌握的现
—包容性发展。
代文明发展的前沿概念——
“
六十条” 后面跟着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
体系，十九大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
概念，但基调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
定性作用， 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
用。 这就必然要进一步引到非常复杂、具有
挑战性的应于供给侧掌握的新认识框架，
即探讨怎么样“
守正出奇”。
“
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
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
市场规律，但“
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
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
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而必须
在创新开拓中寻求“
出奇制胜”。 “
出奇”
就可能有巨大的风险，超常规发展处理
不好就可能违背规律。 这种复杂性、挑
战性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要处理的系
有效
统工程，我们可以最简洁地强调“
市场”后面要加上“
有 为和有限”的政
府，即政府怎么样施行理性的、成功的

供给侧不应是一 般 泛 泛 而 说 的 供
给管理， 传 统 体 制 下 高 度 集 中 命 令 经
济可归为一种非理性的供给管理，比如
企业建个厕所这种细节问题都需要领
导机关审批。 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强
调的是理性供给管理， 是追求一定要
守正”前提下“
出奇制胜”。 建设现
在“
代化经济体系，正应该是这样一个“
守
正出奇”中走向现代治理的体系。
经济体系如讲内涵，要处理一系列
结构、机制优化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金
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互动的关
系等。 对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非
常明确地强调，金融出发点和归宿都要
落到服务实体经济上。
经济体系从外延讲，包括怎么样进
一步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关系、全
面开放环境下义无反顾加入国际竞争
面对的关系，比如一带一路推进中，怎
么寻求共赢； 人民币最终要自拆防火
墙， 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而真正国
际化等等。 在外界视角，现代市场体系
与现代化经济体系， 不可回避地要处
理如何对接到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并
对接到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谈论经
济体系，如果以为是到经济为止，是不
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个系统工程，即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是怎样对接整个
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全面配套改革
的问题。
按照时间表，要力争在实际上有很
多困难的情况下， 继续实现一些重大
问题上的突破， 在十九大之后得到中
央进一步指导， 争取 2020 年全面小康
的同时， 全面改革能够取得决定性成
果，而这一决定性成果，可以给我们进
中等收入陷阱”和 2035
一步提供跨越“
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充沛
动力与后劲。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首席经济学家）

提升推动股市上涨。
泰国股市的累计升幅为 90%，其 P/
E 由 18.4 倍轻微下降到 18.3 倍，P/B 由
2.3 倍下降到 2.1 倍，货币累计升值 2%，
通胀累计幅度为 22%，其股市上涨可以
全部归因于正常宏观背景下的企业盈利
上升的驱动。
南非股市的累计升幅为 85%，其 P/
E 由 13.2 倍上升到 19 倍，P/B 由 3.2 倍
下降到 2.3 倍， 基本可以解释为货币内
贬（
累计通胀幅度为 85%）和外贬（
累计
贬值幅度为 117%） 共同作用下的企业
盈利增长和股市估值水平正常提升共同
驱动。
标普 500 的累计升幅为 66%，其 P/
升幅为
E 由 17 倍温和上升到 21.7 倍 （
27.6%），P/B 由 2.94 倍轻微上升 到 3.2
倍，EPS 由 89.4 上升到 118.8 （
升幅为
32.9% ）， 同 时 十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由
降幅为 46.7%），由
4.47%下降到 2.38%（
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标普 500 的上涨完
全可以归因于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对股
市理论估值的提升叠加企业盈利增长的
驱动； 而且十年期国债利率将近一半的
降幅对该指数理论估值的提升效应尚且
没有充分实现。 即，理论上，没有理由认
为该指数已经泡沫化。
鉴于目前“
美股泡沫论”甚为流行，
有必要简单回顾上世纪 90 年代“
新经济
泡沫” 在 2000 年 3 月登上的那个大顶。
那时，标普 500 指数的 P/E 为 28.9 倍，P/
B 为 5 倍，分别比今天高出 33%和 56%；
而且，那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为 6%，比
今天高出 152%。 在基本面角度，上世纪
90 年代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蓬勃发
展为代表的“
新经济”，就其“
革命”的深
度与广度而言， 未必比得上眼下这一轮
如火如荼的“
第四次科技革命”。
因此，参考历史经验，从基本面、估
值水平等层面观察， 我都倾向于认为标
普 500 指数的牛市远远没有走完。 如果
把特朗普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
及其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盈利提升效

应、 特朗普扩张性财税政策对美国政府
赤字与债务的负面影响以及因此而强化
的美国政府“
低利率需求”、特朗普更换
联储主席后对联储货币政策取向影响力
的提升等因素也考虑在内， 那么美股长
线上升潜力就更值得乐观。
过去十年间德国 DAX 指数的累计
升幅为 65%， 其 P/E 由 13.6 倍上升到
升幅为 38%），P/B 由 2 倍下降到
18.8 倍（
倍，EPS
由 588 上升到 705 （
升幅为
1.9
20%）， 十年期国债利率由 4.24%下降到
0.36%。 根据这些数据，过去十年间德国
股市上涨可以定性为零利率对股市理论
估值的巨大推升能力的“
初步展现”。 另
外，2000 年 3 月德国股市到达“
新经济泡
沫”大顶时，德国十年期国债利率比今天
高出 486 个 BP，DAX 指数的 P/E 和 P/B
分别比今天高出 83.7%和 63.8%。 因此，
个人认为， 除非欧元区系统性风险再度
升级引起德国十年期国债利率飙升，否
则德国股市在理论上没有风险。
同 期 ， 日 经 225 指 数 累 计 上 升 了
32%，其 P/E 由 19.7 倍下降到 19 倍，P/B
由 1.94 下降到 1.86，EPS 由 847.7 上 升
升幅为 36.5%），十年期国债利
到 1157（
率由 1.61%下降到 0.07%。 由这些数据可
以看出日本股市的上涨可以完全归因于
企业盈利上升的驱动， 零利率对股市理
论估值的推升能力还没有展现。
三
概括而言，前述过去十年间全球“
类牛市”并存的格局，未来仍将存在；美
国、日本和德国等在“
第四次科技革命”
中充当“
领头羊”的国家，其股市在“
科
技革命”和“
超低利率”两大因素的支撑
下，牛市仍将续演，直至未来某时形成
下一个泡沫大顶；由于债务体系已经严
重“
庞氏化”的国家非常之多，未来还有
更多的国家在内外货币政策上步委内瑞
拉和阿根廷的后尘， 进而导致更多的
“
奇葩”牛市。
（作者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长
期利率专家、 原中国人保资产首席经济
学家）

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传承

十年来全球股市回顾与趋势展望
过去十年间全球 “
三类牛市” 并存的格
局，未来仍将存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股市
在“
科技革命”和“
超低利率”两大因素的支撑
下，牛市仍将续演，直至未来某时形成下一个
泡沫大顶；由于债务体系已经严重“
庞氏化”
的国家非常之多， 未来还有更多的国家在内
外货币政策上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后尘，
进而导致更多的“
奇葩”牛市。
王家春
全球大部分股市上一个大顶形
成于 2007 年 10 月。 从 2007 年 10 月
底到 2017 年 10 月底，刚好十年过去
了。 回首十年间的全球股市，大体上
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1. 就全球主要股指而言，A 股市
场表现较弱，但中小盘股权重较大的
“
非主流指数”表现较强。 A 股市场中
证 500、万得全 A 等“
非主流指数”分
别录得 44%和 19%的涨幅。
2.过去十年间，葡萄牙、斯洛伐
克、奥地利、西班牙、卢森堡、意大利、
捷克、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希腊和塞
浦路斯的股市分别下跌了 27%、28%、
30% 、34% 、35% 、39% 、44% 、50% 、
69%、86%、99%。
3.各国股市强弱与宏观基本面好
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某些央行
印钞不受约束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宏
观基本面很糟但股市很牛的 “
奇葩”
局面。 论及基本面之糟，名气最大的
可能算是津巴布韦，但能够查到的该
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数据甚为

有限，本文只好把它撇开。 不过，阿根
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情况足以说明
问题。 过去十年间，阿根廷的经济增
长率由 9%下降到 3%以下，委内瑞拉
则由 8.8%下降到-18.6%； 两国 CPI
的 累 计 升 幅 分 别 高 达 136.5% 和
6864.5% ； 外 汇 储 备 分 别 下 降 了
16.8%和 70%， 其货币对美元的贬值
幅度则分别高达 461%和 363%。 但同
期它们的股市分别录得大约 11 倍、
17469 倍的惊人涨幅。
4.除俄罗斯等少数个案，许多汇率
贬值幅度较大的国家， 其股市累计涨
幅都不算小。 除了刚才提到的阿根廷
和委内瑞拉，土耳其、南非、巴西、墨西
哥、印度、印尼等国在过去十年间货币
贬值幅度也不低， 分别高达 226%、
117%、89%、80%、64%和 50%，但这些
国家股市同期分别录得 91%、85%、
14%、55%、67%、127%的累计升幅。
5. 欧元区宏观基本面较差的国
家，股市表现也较差。 在欧元区，著名
的“
笨猪五国”和法国都属于政府财政
和宏观基本面比较差的国家。 过去十
年间，法国股市下跌了 6%，明显弱于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大型发达经济
体；构成“
笨猪五”的葡萄牙、爱尔兰、意
大利、希腊、西班牙，其股市同期的跌幅
分别为 27%、12%、39%、86%和 34%。 实
际上，同期全球股市跌幅的冠亚军，就是
欧元区的塞浦路斯和希腊。如前所述，塞
浦路斯股市的累计跌幅高达 99%。
6.过去十年间，比较坚挺的股市可
以粗略分为三个阵营： 一是前面所说的
宏观基本面很糟， 靠肆意印钞支撑起来
的“
奇葩”牛市，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土
耳其等国；二是没有加入欧元体系、宏观
基本面相对稳健的北欧国家，如丹麦、瑞
典、 挪威， 其股市累计涨幅分别高达
超低利率”和第
107%、55%、50%；三是“
四次科技革命“
双轮驱动”的牛市，美国、
德国和日本股市属于此类， 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标普 500、德国 DAX、日经 225
同期分别积累了 135%、66%、65%、32%
的涨幅。
接下来， 我们选择过去十年间累计
涨幅超过 65%的部分股市或股指，简要
讨论其上行的基本性质或动力来源；并
且简要评估美、德、日、中这几个股市的
中长线投资价值或风险。

委内瑞拉股指的累计升幅高达
17469 倍， 其 P/E 由 10 倍上升到 519
倍，目前的 P/B 超过 15 倍，由这些数据
可以推断，该国股市飙升主要靠货币泛
滥驱动。
阿根廷股市的累计升幅为 11 倍，P/E
由十年前的 16 倍上升到 81 倍，显然可
以定性为严重的泡沫。
印尼股市累计上涨 127%，但 P/E 由
19 倍轻微上升到 22 倍，P/B 由 3.6 倍下
降到 2.5 倍， 基本上可以解释为货币内
贬（
累计通胀幅度为 76%）和外贬（
累计
贬值幅度为 50%） 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盈
利上升驱动。
菲律宾股市累计升幅为 123%，其 P/E
由 15 倍温和上升到 23 倍，P/B 由 2.8 倍
下降到 2.5 倍， 基本上可以解释为货币
内贬（
累计通胀幅度为 44%）和外贬（
累
计贬值幅度为 19%） 作用下的企业盈利
上升驱动叠加温和的估值水平提升。
土耳其股市累计升幅为 91%，其 P/E
由 11 倍下降到 10 倍，P/B 由 2.2 倍下降
到 1.4 倍，显然只能解释为货币内贬（
累
计贬值幅度为 118%）和外贬（
累计幅度
为 226%） 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盈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