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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贺铿把脉经济形势并开出“药方”

政府三个“必须做”防滞胀
文/本报记者 李岩侠 片/本报通讯员 李学军

本报济南2月12日讯（记者
桑海波）7%收益率的短期产品已
经成过眼浮云，银监会新规实施
后，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明
显下降，一些产品收益率只比定
期存款略强。

“春节前，我买了一款35天的
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在5 . 4%；如今，相同期限的后续
产品预期收益率只有4 . 8%，收益
水平大不如前。”济南市民吕先生
对记者说。

吕先生的投资风格稳健，他
一直习惯把手头闲钱用来买银行
理财产品，尤其去年理财产品收
益节节攀高，让吕先生稳中添利，
收益超过了身边不少炒股票、买
基金的朋友。

“我看过不少产品，像去年那
样收益率动辄6%-7%的产品难觅
踪影，大部分产品平均收益率均
明显下降。”吕先生认为，之所以
收益率下滑，与银监会实施的新
规有着很大关系。

今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理财
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已正式实施。根
据《办法》，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不
得无条件向客户承诺高于同期存款
利率的保证收益率；高于同期存款
利率的保证收益，应当是对客户有
附加条件的保证收益。

金融界网站分析师称，和去
年 7%的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相
比，今年，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
明显呈现下滑趋势，投资起始金
额等投资门槛却随之增高。

一些理财产品收益甚至只比
定期存款略强。记者注意到，某股
份制银行在售的一款360天的理
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只有4 . 5%，只
比一年期定存收益率高出1%。该
银行所有在售的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率都在5%以下，5%以上绝迹
了。

“如今，不能奢望理财产品收
益率能够跑赢CPI，能跑赢定存收
益就不错了。”投资人吕先生开玩
笑说。

经济学家预判：

2012年8%以上

增速可实现

中新社上海 2月 12日电
（记者 李佳佳） 在略显吊
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
济学家普遍对2012年中国经
济走势持乐观态度，并认为
8%以上的年度增速理应“不
成问题”。

在11日举行的“2012年第
一财经上海浦东新年论坛”
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称，“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
计比2011年略有下滑，8 . 5%到
9%是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
是可以实现的。”

据他对拉动经济的“三驾
马车”的分析，由于全球经济
趋缓，2012年出口不会对中国
经济贡献增量，投资增长率也
将比2011年略低，但是中国国
内消费却将在去年基础上继
续增长。

李扬认为，一方面这是战
略调整的结果，比如收入分配
的调整，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
障和最低工资收入上都会有
更快的步伐，这些都会有效提
高国内消费，并减弱居民的储
蓄意愿。“三方面加在一起，
2012年经济增速保持2011年
水平略有下降是一个合理的
预计。”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他对中国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做出研判后给出的结
论是：“2012年如果不出特别
大的意外，增长速度还是可以
在8%以上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裴长洪则判断，虽然面
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经
济的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
机遇期。由于中国经济社会
依旧保持巨大活力，“对于
8%到 9%的经济增长率丝毫
不怀疑”。

笔记本不敌智能手机

PC行业巨头

格局将变

本报济南2月12日讯（记
者 崔滨）随着PC业巨头近
日密集公布财报，本已不稳固
的行业格局又到了重新洗牌
的边缘。联想集团最新季报显
示，其与PC行业老大惠普的
市场份额仅差2%；而苹果公
司新财报也显示其季度收入
首次超越惠普。

9日，联想集团公布其第
三财季营收数据，借助笔记
本电脑、个人台式机电脑和
智能手机的全面出击，联想
集团目前在全球 PC 市场占
有率已上升到 14%，距离全
球最大PC厂商惠普仅有2个
百分点的差距。借助财季内
智能手机乐 phone超过 300
万部和平板电脑乐 pad超过
40万部的强劲增长，联想该
业务助推集团总利润同比增
长54%。

稍早时间公布的苹果最
新财季报告显示，同样在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和传统PC的
全面发力下，苹果公司首次在
季度营收上和电脑销售量上
超越行业老大惠普。

欧债危机
炒作成分大
中国经济滞胀难改

欧债危机会导致全球经济二
次触底吗？“对于欧债，我没有一些
人看得那么悲观，欧债问题炒作的
成分大。”贺铿认为，债务问题比较
突出的国家经济总量都很小，欧债
危机主要影响的是欧盟内国家，远
没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大。

与前几次世界经济危机复苏情
况相比，许多人认为这次全球金融
危机复苏缓慢。贺铿认为，“很正常，
今年也不会快”。因为这次金融危机
是由金融过度创新引发的，应该由
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转型和
调整肯定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能
全面影响全球生产方式和国民经济
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包括西方国
家在内，目前各国看上的是新能源。

贺铿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的大势决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滞
胀、增速放缓或者下行的形势在
2012年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
估计，2012GDP增幅不会比上年
低，通胀压力不会比去年小。

下一步，出口形势仍不会有太
大改变，而且还会有更多贸易摩擦
阻碍出口。内需市场方面，虽然去
年居民收入增长增幅不低，尤其是
农民收入增长达到11%，高于GDP
增速，也高于城镇居民。但是，由于
收入分配的原因，个人收入差距
大，城乡收入、区域性收入差别影
响了消费能力的释放。

投资拉动方面。前些年我国用
财政投资搞建设的弊端已经显现。

“所以，领导的思想，要把保民生、
保就业作为主要思路，这样才会让
低收入者收入增加，把GDP拉上
去。”

“但是，2011年农业生产形势
不错。粮棉油、肉蛋奶等全面增长。
农业形势对今年物价会起到稳定
作用。这是个利好。”他强调。

理财业务销售新规实施月余

理财产品收益率明显下降

贺铿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有
三大风险最令人担忧：一是房地
产问题；二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问
题。若二者不出现大问题，中国
的经济发展是可以慢慢走向健
康的。再就是金融风险也很令人
担心。

贺铿表示，目前中国房地产存
在明显泡沫，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

9，世界总体的情况是6，经过调控，
房价有所下降，但是局势也很艰
难。既要房价合理回归，又要防止
过分下落会导致新的危机。“我说
下降30%就会出问题。银行应该有
预案。另外，目前银行大量的理财
产品也应注意，银行在以钱找钱，
其实是民间的高利贷。国家应该防
止金融风险。”

对于地方债，贺铿指出，债
务风险不在于债务占GDP的比
例是多少，例如欧洲的债务占
GDP的比例约在 40%，日本是
100%，但是欧洲一些国家反而出
了问题。中国的债务比例在40%以
内，但是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是
很容易出问题的。他透露，目前已
经有个别地方政府还债难。

中国经济警惕三个风险
地产风险、地方债及金融风险

调整居民分配收入出台结
构性减税政策、大力扶持发展民
营经济、利用房产税从根本上调
控房产市场被贺铿认为是“政府
今年必须下大力去做的事”。

“大家普遍关注的房地产调
控方面，当前是个胶着状态，放
吧，不行，不放吧，很难受。”贺铿
表示，要从根本上扼制房地产泡
沫、保证房产合理消费，征税是

一个重要手段。多少平方米以下
不征收资源税，多少平方米以上
要征，累进地征资源税。

贺铿表示，财政税收主要的
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应该利用
财政和税收的杠杆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应该调整个
人所得税的改革和超居住面积的
房产税的征收。研究并尽早地出
台财产税征收办法。同时，政府要

认真地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扶
植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水
平，促进低收入者增收。

民营经济方面，2011年虽然
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新36条，但
是没有实施细则，只是“看起来
很美”，难以落实。所以，贺铿预
言，今年我国应该能够出台结构
性减税细则，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实施细则。

政府今年三个“必须做”
调整分配收入 发展民营经济 出台房产税

团购抢滩

情人节
济南情侣消费已过百万

本报济南 2月 12日讯（记者
崔滨）随着团购商业模式的深

入人心，情人节也从“浪漫不计
价”向“过节也平价”转变。团购
行业调查机构团800数据显示，
今年情人节，全国主要城市推出
2531期与情人节相关的团购活
动，吸引近88 . 9万人次购买，总
销售额超过4383 . 2万元。其中2
万人次的省城市民团购了过百
万元的情人节消费项目。

随着年轻人对情人节的看

重以及寻求合理消费需求，国内
最大的独立团购导航网站团800
针对北京、上海等10个热门城市
最新的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团
购网站共推出2531期与情人节
相关的团购活动，其中以电影、
美食、派送玫瑰花等为代表的服
务型团购1568期，以巧克力等为
代表的实物型团购963期，共吸
引近88 . 9万人次购买，总销售额
超过4383 . 2万元。

在情人节消费小高峰的带

动下，相关的团购活动平均折扣
在3 . 9折左右，平均团购价不到
50元，为消费者节省了6855 . 7万
元，着实为年轻的白领一族减负
不少。

原价588元情人节价338元
的五星级酒店双人自助餐、原价
168元的18朵玫瑰情人节团购价
只需77元，在省城与情人节相关
的超过2千单团购，平均折扣达
到5 . 6折，吸引了2万人次购买，
成交额达到104 . 3万元。

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发展滞胀、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融资困难……2012年世界风云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

将有哪些变化和调整？在12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省科协、省个私协举办的中南财大山东MBA学员团拜会上，著名经济

学家、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围绕“2012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对策”话题为山东企业家作了一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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