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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雾霾”
股市下半年有望走稳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本期
是第 ２７ 期。
这一期论坛的题目叫走出“雾霾”，雾霾指的是信心上的、
观点上的，有些可能是来自于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所带来的各
种各样的雾霾；当然我们的雾霾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雾
霾，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走出雾霾，听起来有些文学色彩，好
像和经济并不直接搭界，但是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我
们的确处在各种各样雾霾的困惑之中。这个困惑既有来自国
际上此起彼伏唱衰的声音，也有来自于金融市场各种不同预
期的困惑。
李 稻 葵， 清 华 大 学 经 管

从国际视角来看，近期中国经济的走势引发了很多的关

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注，在国际市场上有一股非常强劲的唱衰之风。索罗斯先生

究中心主任

在近期，尤其是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对中国经济发表了一
系列观点非常鲜明的论调，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经济会硬着
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策源地，也就是说在他看来，
中国经济会引发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危害程度、剧烈程度
恐怕超过 ２００８ 年，这是索罗斯先生的原话。
在达沃斯论坛期间，索罗斯先生专门组织了一场以他为
主的论坛，一反过去记者提问的常态，而是自己进行发言，
他非常想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之心。有人认为当今中国经
济走势是全球最不确定的要素，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今天
我们请来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前任首席经济学者，他的观
点跟当前索罗斯的观点完全不一致，他能够从各种角度来分
析索罗斯的观点，以证明他的观点为什么不一定正确。
同时，雾霾还来自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今年一月份，
上海综合股指下降了 ２０％ 以上；全球范围内 １ 月份股指下降
的程度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球平均股指下降的程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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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０％ 以上。所以国际上也有一股
来自金融市场的唱衰之风，或者非
常负面的观点。上个星期我们的股
指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在星期一
出现了 ２％ 的上升，到了星期四出
现了 ６％ 以上的股指下跌，股民们
对于证监会领导层的变化给予了很
高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这次论坛
召开的基本背景。
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
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有什么观点
可以和大家分享？我想在各位嘉宾
上台对话之前，先简单叙述一下我
们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２０１６ 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调整开局之

2 月 25 日，股民在安徽阜阳市一家证券营业厅关注股市行情。当日沪深两市大
幅下跌，沪指重挫逾 6%，连续失守 2900、2800 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暴跌超
7%，两市再现千股跌停

年。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来自于国
际和来自于金融市场的挑战，但是

只谈人口老龄化，还要把健康水平纳入考虑。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目前的运行态势，我们将其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去年，

总结为三有，第一是有底气，第二是有办法，第

１８￣２２ 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有 ３８％ 的人在读大

三是有亮点，这三有必须牢记在心。

学，或者已经大学毕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毛

为什么说有底气？中国经济尽管经过了将近

入学率达到了 ３８％，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个别省

４０ 年的快速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增长潜力巨

份超过了 ５０％，比如说吉林省有 ５２％ 之高，达到

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目前的人均发展水平，在

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

全球范围目前只处于中游水平，人均发展水平只

困难，但是我相信一个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

有经济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而且当前中国的经

也没有低于一个普通工人对于经济的贡献，对于

济还碰到了各种困难，但是最基本的三大因素，

个人未来生活而言，他拥有更好的应对变化和发

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仍然是我们的优势。第一

展的条件。所以受教育水平非常重要。

个要素就是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
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因素，中国经济是持续对外开放的。
在经济学研究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道理，通俗地

第二个要素是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这其中

说就是你跟谁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你就会像

既包括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持续提高，也包括劳动

谁；你跟发达国家搞国际贸易，吸引外资或者

力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劳动力的健康水平持

投资，就是向发达国家看齐。当今中国经济毫

续提高，本质上相当于劳动力供给在提高，设想

无疑问是全球第一大的开放体，从国际贸易到

一下一个身体不太好的，５０ 多岁的蓝领工人，他

投资，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

的身心状况还不如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正常劳动

资现在势头也很猛，这两个投资基本上是同步，

力，所以说健康水平至关重要。我们做了一系列

今年吸引的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额基本上是同

调查和测算，发现今天中国平均劳动力的健康水

步的，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逼着中国经济必须

平相比 ２０ 年前，相当于年轻了 ５ 岁，所以不能

转型升级，逼着我们的企业必须转型升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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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７０ 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这三件事情做对

个供给侧的改革，也是需求侧的改革。农村居民

了，一个经济体一定会持续地、不断地上升，

进城定居后，我们的内需会提高，就业劳动力供

一定能够最后实现现代化。

给会提高，也是供给侧改革。

第二个“有”是有办法。中国经济虽然碰到

第二是去杠杆，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重

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应该是有办法的，有什

要的任务。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讲，宏观杠杆率在

么办法？中央政府提出，２０１６ 年要干五件事情，

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并不突出，一般认为整体的

比如说去库存，房地产的库存要下降。我们认

债务水平占 ＧＤＰ２５０％，跟美国基本一致。而日

为房地产库存下降的任务，今年应该能够取得

本高达 ４００％ 以上，还有很多国家超过我们的水

一定的进展。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房地产的

平。应该说就中国经济目前运营状况而言，２５０％

情况实际上是多元化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

占 ＧＤＰ 的杠杆量并不高，因为中国国民储蓄率非

城市库存情况一点都不严重，恰恰相反，短期

常高，官方统计储蓄率是 ５０％，我们自己测算的

还必须加强投资，比如说上海市只有三个月的

数据是 ３８％，即便参考 ３８％ 国民储蓄率的数据，

库存，北京是九个月。我们分析到今年年中还

也比美国国民储蓄率高出一倍以上。当储蓄率高

迎来房地产投资开发的热潮，只有这样才能稳

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希望存钱，就自然有人喜欢

定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否则又会是一

借钱，必然有人去还钱，所以储蓄率高的国家，

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总而言之，房地产去库存

杠杆率适当提高一点，不仅不是违反规律的，应

今年会取得一定的进展。

该是提高效率的表现。我所理解的关键问题是，

三四线城市库存比较严重，怎么去库存，从

去杠杆的核心在于调杠杆，在于要适当把一些企

办法上讲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办法，从方向上来讲

业界的债务加快进行重组，包括企业借银行的钱，

必须加快城镇化，必须想方设法让农村的，暂时

这是去杠杆的核心，和西方的去杠杆不能简单进

还没有进城的人口心甘情愿地进城定居，解决子

行比较。我们的关键是调杠杆，中央政府的债务

女受教育的问题，解决医疗的问题，这不仅是一

还需要提高，没有一个巨大的，流动性非常强的
国债市场，很多金融方面的
运作很难运行。
再是减成本，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融资成
本要下降，因为现在很多企
业是通过以极高的利率去借
钱，对他们的运营产生了极
大的困难；第二个方面就是
与劳动用工相关的一些税费，
现在非常之高，一般来讲如
果花一块钱雇一个工人，需
要花 ４、５ 毛钱相关五险一金
的利润。还有补短板，关键
是扶贫，今年应该能取得很

位于嘉兴的浙江瑞宏机器人有限公司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机器人。 这几年，浙江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机器换人”，大大提升了制造能力、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机器人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助力企业 “机器换人”，推进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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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财政的支出是有限的。不到一千亿就能够在很

左右，按照预期，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去年基

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总的来讲补短板的任务应该

本达到持平，甚至可能略有提高。在今年固定资

今年取得重大的进展。

产投资方面，我们分析基础设施略有提高，房地

国家还提出要去产能。国务院发了一个指导
性的意见，希望在未来五年之内，减少钢铁和煤

产有回升，制造业可能有所下降，总的来说基本
持平，或者略有上升。

炭行业 １０％ 左右落后产能，我们也做了一些具体

第三个亮点是，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中国预期

分析，我们的观点是这一方面的步伐也许可以加

增加 ２００ 万名新生婴儿，这得益于二孩政策的改

快一点，力度可以大一点，因为花五年时间减少

革。这 ２００ 万的婴儿都将出生于最盼望婴儿的家

１０％ 的产能，对于整个去产能的推动力度还是不

庭，我们期待这 ２００ 万个幸福的婴儿，也能够拉

够大。现在去产能的条件相比 １９９９ 年亚洲金融危

动中国经济的消费，因为这些婴儿都出生在好几

机爆发之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和纺织行业去

代人共同呵护的家庭。我们预测，二孩政策能够

产能所面临的挑战少得多，困难小得多，因为现

促成 ＧＤＰ０．２％ 消费的增长，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就业形势非常好，银行财政运营状况比 ９９ 年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有底气、有办法、有亮

强得多，如果拿出当时的决心来去产能，应该能

点，如果今年一系列的改革，国家提出的各种措

取得重大的进展。

施，以及新型城镇化的一系列措施能够到位，我

第三个“有”是有亮点。第一个亮点是中国

们认为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最晚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

的实体经济运行，开始出现了上行的苗头。去年

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周期应该有可能

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非金融部分是 ６．３％。从去

筑底，６．７％ 的增长速度有可能筑底。到 ２０１８ 年，

年整体运行的情况来看，到下半年有所提升，这

中国经济的增速不但稳住，而且略有回升，如果

个势头在今年 １、２ 月份，各种角度数据来判断，

这个态势能够形成，那么十三五的规划将真正有

仍然在一直延续，在持续发展，即实体经济上升

了好的起步。为 ２０２０ 年第一个百年伟大目标的

的态势在逐步回升。去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

预期实现奠定重要基础。

个重要因素是金融，去年金融业占到整个经济权

２０１６ 年是值得大家共同期待的一年。虽然

重是 ９％ 左右，而金融业附加值高达 １５．９％，接近

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汇率、股市等问题。

１６％，这是一个巨大的拉动力，今年我们估计金融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合理管理预期，合理管

行业由于股市的波动，可能会放缓，交易量也许

理资本流动，汇率问题是能够解决好的，汇率在

有一定的萎缩，所以今年的金融业不应该期望能

２０１６ 年保持基本稳定，贬值不会超过 ５％。如果

保持去年 １６％ 的增长，金融业对今年经济的拉动

汇率能够稳定，改革措施能够到位，下半年增长

相比于去年可能有所放缓，但是实体经济的回升，

形势能够稳定，股市上半年大幅度波动的态势到

回暖正在进行，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所上升。

下半年也许能够平稳下来。中国股市应该说在有

第二个亮点是今年房地产行业投资开发的速

底气、有办法、有亮点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健康。

度。我们预计到了 ６ 月份，房地产行业投资开发

最后期待“十三五”规划基本的蓝图能够

增速应该会见底，随即有所回升。去年房地产投

给社会经济各界带来新一轮的信心。大家共谋解

资开发的增速在 １２ 月份到达零增长，通过数据分

决之道，有新措施让百姓和投资者们看到更多的

析，零增长的状态不会持续，因为很多城市的库

希望。

存已经很低，集中体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
市。到 １６ 年 ６ 月份，房地产投资开发的增速将回
归到正增长，我们预计全年大概最终能达到 ５％

（本文整理自作者 ２月 ２７日在清华大学中国
与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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