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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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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結構



國務院組成部門(27個) 1

外交部 部長：楊潔篪
國防部 部長：梁光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主任：張平
教育部 部長：周濟
科學技術部 部長：萬鋼
工業和資訊化部 部長：李毅中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楊晶

國土資源部 部長：徐紹史
環境保護部 部長：周生賢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部長：薑偉新
交通運輸部 部長：李盛霖
鐵道部 部長：劉志軍
水利部 部長：陳雷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楊晶
國家公安部 部長：孟建柱
國家安全部 部長：耿惠昌
監察部 部長：馬馼
民政部 部長：李學舉
司法部 部長：吳愛英
財政部 部長：謝旭人

人力资源和社會保障部 部長：尹蔚民

農業部 部長：孫政才
商務部 部長：陳德銘
文化部 部長：蔡武
衛生部 部長：陳竺
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
中國人民銀行 行長：周小川
審計署 審計長：劉家義



*國家保密局 局長：夏勇

*國家密碼管理局 局長：張彥珍

*國家航天局 局長：孫來燕

*國家原子能機構 主任：孫勤

國務院組成部門(27個) 2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主任：趙沁平

*國家核安全局 局長：李幹傑

*   國家保密局與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國家密碼管理局與

中央密碼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工業和資訊化部對外保留

國家航天局、國家原子能機構牌子。教育部對外保留國家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牌子。環境保護部對外保留國家核安

全局牌子。



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22個)
國家信訪局(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 局長：王學軍
國家糧食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 局長：聶振邦
國家能源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 局長：張國寶
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由工業和資訊化部管理） 局長：陳求發
國家煙草專賣局(由工業和資訊化部管理） 局長：姜成康
國家外國專家局(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 局長：季允石
國家公務員局(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 局長：尹蔚民
國家海洋局(由國土資源部管理） 局長：孫志輝國家海洋局(由國土資源部管理） 局長：孫志輝
國家測繪局(由國土資源部管理） 局長：鹿心社
中國民用航空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 局長：李家祥
國家郵政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 局長：馬軍勝
國家文物局(由文化部管理） 局長：單霽翔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由衛生部管理） 局長：邵明立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由衛生部管理） 局長：王國強
國家外匯管理局（由中國人民銀行管理） 局長：胡曉煉
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管理）局長：趙鐵錘



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1個)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李榮融

國務院辦事機構

�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主任：李海峰

�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廖暉

�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主任：曹康泰

� 國務院研究室 主任：謝伏瞻

�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主任：王毅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主任：王晨

� *國家檔案局 局長：楊冬權

*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對外

宣傳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國家檔案局與中央檔案館，

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



國務院直屬機構(16)

海關總署 署長：盛光祖
稅務總局 局長：肖捷
廣電總局 局長：王太華
體育總局 局長：劉鵬
國家統計局 局長：謝伏瞻
國家工商總局 局長：周伯華

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局長：李長江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

局長：王 君
國家知識產權局 局長：田力普
國家旅遊局 局長：邵琪偉
國家宗教事務局 局長：葉小文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
國家林業局 局長：賈治邦

國務院參事室 主任：陳進玉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 局長：焦煥成
國家預防腐敗局 局長：馬馼



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14)(14)(14)(14)

中國氣象局 局長：鄭國光

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 主席：王旭東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尚福林

新華通訊社 社長：李從軍

中國科學院 院長：路甬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 院長：陳奎元

中國工程院 院長：徐匡迪

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吳定富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理事長：戴相龍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主任：陳宜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

國家行政學院 院長：馬 凱

中國地震局 局長：陳建民



�改革开放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邓小平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改革原因改革原因改革原因改革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农村农村农村、、、、农民农民农民农民、、、、农业得到的利益农业得到的利益农业得到的利益农业得到的利益

最少最少最少最少,,,,管制的比较少管制的比较少管制的比较少管制的比较少;;;;

� 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能调动家民的积极性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能调动家民的积极性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能调动家民的积极性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能调动家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农业生产发农业生产发农业生产发

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展缓慢;;;;

� 农民生产农民生产农民生产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生活困难生活困难生活困难,,,,想变革想变革想变革想变革，，，，期望生活过得去期望生活过得去期望生活过得去期望生活过得去，，，，过得好过得好过得好过得好；；；；

�有句俗语有句俗语有句俗语有句俗语““““天天窝窝天天窝窝天天窝窝天天窝窝((((野菜与杂面野菜与杂面野菜与杂面野菜与杂面))))头头头头，，，，月月难见面月月难见面月月难见面月月难见面((((白面白面白面白面————

小麦与大米小麦与大米小麦与大米小麦与大米))))，，，，三月吃顿肉三月吃顿肉三月吃顿肉三月吃顿肉，，，，乐得赛过年乐得赛过年乐得赛过年乐得赛过年。。。。””””

�安徽凤阳小岗村是首先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是首先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是首先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是首先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典型....改革前改革前改革前改革前,,,,

凤阳花鼓词凤阳花鼓词凤阳花鼓词凤阳花鼓词:“:“:“:“凤阳地多不打粮凤阳地多不打粮凤阳地多不打粮凤阳地多不打粮，，，，秋收已过就逃荒秋收已过就逃荒秋收已过就逃荒秋收已过就逃荒，，，，只见凤只见凤只见凤只见凤

阳女出嫁阳女出嫁阳女出嫁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不见新娘进凤阳不见新娘进凤阳不见新娘进凤阳”””” ;;;;



1978年年年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月安徽凤阳小岗村月安徽凤阳小岗村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个农民个农民个农民

““““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协议书协议书协议书协议书



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92)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经营制度土地经营制度土地经营制度土地经营制度((((产权改革产权改革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改革的改革的改革的改革，，，，使农户成为生产经营使农户成为生产经营使农户成为生产经营使农户成为生产经营

的主体的主体的主体的主体;;;;

�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而使用权归农民而使用权归农民而使用权归农民而使用权归农民,,,,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在国家在国家在国家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在国家在国家在国家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

�农民通过承包生产的粮食农民通过承包生产的粮食农民通过承包生产的粮食农民通过承包生产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程序进行分配的程序进行分配的程序进行分配的程序““““保证国保证国保证国保证国

家的约家的约家的约家的约10%10%10%10%，，，，留足集体的留足集体的留足集体的留足集体的10%10%10%1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剩下都是自己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80%80%80%80%。。。。””””。。。。

�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198219821982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与新的生产经营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与新的生产经营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与新的生产经营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与新的生产经营主

体体体体；；；；



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92)
�农村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就农村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就农村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就农村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就：：：：

• 从从从从1979197919791979－－－－1984198419841984年年年年，，，，仅仅五年的时间仅仅五年的时间仅仅五年的时间仅仅五年的时间，，，，国民生产国民生产国民生产国民生产

总值就翻一番总值就翻一番总值就翻一番总值就翻一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农民人均农民人均农民人均

纯收入实现了年均纯收入实现了年均纯收入实现了年均纯收入实现了年均13.9%13.9%13.9%13.9%的高速增长的高速增长的高速增长的高速增长，，，，这是最这是最这是最这是最

说服力的事实说服力的事实说服力的事实说服力的事实;;;;

• 从从从从1980198019801980到到到到1982198219821982年年年年,,,,粮食平均增长粮食平均增长粮食平均增长粮食平均增长25%,25%,25%,25%,改革后改革后改革后改革后，，，，

““““说凤阳道凤阳说凤阳道凤阳说凤阳道凤阳说凤阳道凤阳，，，，改革鼓点先敲响改革鼓点先敲响改革鼓点先敲响改革鼓点先敲响，，，，如今飞出如今飞出如今飞出如今飞出

金凤凰金凤凰金凤凰金凤凰。。。。””””



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92)

�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推动农村改革的市场化推动农村改革的市场化推动农村改革的市场化推动农村改革的市场化

� 80808080年代个体户年代个体户年代个体户年代个体户,,,,专业户的发展与私营经济的产生专业户的发展与私营经济的产生专业户的发展与私营经济的产生专业户的发展与私营经济的产生；；；；

� 90909090年代农村年代农村年代农村年代农村、、、、农业改革向商品化农业改革向商品化农业改革向商品化农业改革向商品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方向发展；；；；

� 90909090年代国家对农民粮食实行合同订购制与市场收购制年代国家对农民粮食实行合同订购制与市场收购制年代国家对农民粮食实行合同订购制与市场收购制年代国家对农民粮食实行合同订购制与市场收购制，，，，代代代代

替了统购派购制替了统购派购制替了统购派购制替了统购派购制；；；；

� 2000200020002000年后出现土地流转年后出现土地流转年后出现土地流转年后出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92)

� 二是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减减减减

少少少少，，，，弱化行政控制与计划指令弱化行政控制与计划指令弱化行政控制与计划指令弱化行政控制与计划指令))))

� 减少生产领域减少生产领域减少生产领域减少生产领域--------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的数量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的数量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的数量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的数量。。。。到到到到1987198719871987年年年年，，，，

生产领域中生产领域中生产领域中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120120120

种减少到种减少到种减少到种减少到60606060种种种种；；；；种减少到种减少到种减少到种减少到60606060种种种种；；；；

� 减少流通领域减少流通领域减少流通领域减少流通领域--------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从改革前的从改革前的从改革前的188188188188种种种种

减少到减少到减少到减少到1987198719871987年的年的年的年的23232323种种种种；；；；

� 实行价格实行价格实行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双轨制双轨制双轨制””””到价格放开到价格放开到价格放开到价格放开，，，，市场定价市场定价市场定价市场定价；；；；

� 开展国际商品贸易开展国际商品贸易开展国际商品贸易开展国际商品贸易,,,,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2003)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2003)

� 进行市场化改革进行市场化改革进行市场化改革进行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体系。。。。((((具体采取具体采取具体采取具体采取措措措措施施施施))))

从从从从9090909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起起起起进行打进行打进行打进行打破破破破行政行政行政行政垄断垄断垄断垄断与地与地与地与地区封锁区封锁区封锁区封锁，，，，推动商品发展推动商品发展推动商品发展推动商品发展；；；；

推动推动推动推动劳劳劳劳动动动动力力力力,,,,要要要要素素素素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等等等等；；；；

�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开开开开始始始始为为为为加入世界加入世界加入世界加入世界贸易贸易贸易贸易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的的的的谈判谈判谈判谈判；；；；

� 为为为为建建建建立立立立适应适应适应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国际经济通行规国际经济通行规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则则则的的的的运运运运行行行行机机机机制制制制。。。。减弱政减弱政减弱政减弱政府府府府对市对市对市对市

场的管制场的管制场的管制场的管制。。。。1996199619961996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我我我我国对国对国对国对4444000000000000多种商品进多种商品进多种商品进多种商品进口口口口关关关关税税税税

进行大进行大进行大进行大幅幅幅幅度度度度削削削削减减减减，，，，关关关关税税税税总总总总水平降至水平降至水平降至水平降至23%;23%;23%;23%;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2003)

� 3.3.3.3.国有国有国有国有企企企企业产权改革业产权改革业产权改革业产权改革------------使之成为使之成为使之成为使之成为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市场主体的市场主体的市场主体 ((((国有国有国有国有财财财财

产制度改革产制度改革产制度改革产制度改革))))    。。。。

� 从从从从1993199319931993年年年年起起起起,,,,以建以建以建以建立现代立现代立现代立现代企企企企业制度为业制度为业制度为业制度为重点重点重点重点，，，，全全全全面开面开面开面开启启启启国有国有国有国有企企企企

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股份股份股份股份制制改制制改制制改制制改造造造造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业的产权改革与股份股份股份股份制制改制制改制制改制制改造造造造

� 4444....进行所有制进行所有制进行所有制进行所有制结构结构结构结构的调的调的调的调整整整整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战略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单单单单一所一所一所一所

有制有制有制有制结构结构结构结构————到多到多到多到多元元元元所有制所有制所有制所有制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 大大大大力力力力发展发展发展发展非非非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非非非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法律法律法律法律保保保保障障障障--------

非非非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迅速迅速迅速迅速发展发展发展发展,,,,三分天下有三分天下有三分天下有三分天下有其其其其一一一一。。。。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2003) 

� 5.5.5.5.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推动国有银推动国有银推动国有银推动国有银

行的市场化改革行的市场化改革行的市场化改革行的市场化改革。。。。

• 1990199019901990年年年年、、、、1991199119911991年上海年上海年上海年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

• 1993199319931993年年年年,,,,《《《《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颁布颁布颁布颁布,1998,1998,1998,1998年全国人大审议通年全国人大审议通年全国人大审议通年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过过过《《《《证券法证券法证券法证券法》》》》;;;;

� 200520052005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证券法证券法证券法证券法》》》》、、、、《《《《公公公公

司法司法司法司法》》》》;;;;

�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金融企业金融企业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如工商银行以如工商银行以如工商银行以如工商银行以A+HA+HA+HA+H方式两地方式两地方式两地方式两地

发行成功发行成功发行成功发行成功。。。。



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阶段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阶段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阶段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阶段:(2003年年年年--

� 发展要求发展要求发展要求发展要求------------全全全全面协调面协调面协调面协调可持续可持续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 统统统统筹筹筹筹经济社经济社经济社经济社会会会会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协调协调协调协调城乡城乡城乡城乡、、、、区区区区域发展域发展域发展域发展。。。。

统统统统筹城乡筹城乡筹城乡筹城乡发展发展发展发展--------重点建设重点建设重点建设重点建设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新农村新农村新农村新农村————----办法办法办法办法是是是是以以以以工工工工

补补补补农农农农,,,,以城以城以城以城市市市市带带带带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2002002002005555年年年年依法废止依法废止依法废止依法废止农业农业农业农业税条例税条例税条例税条例，，，，补补补补农农农农,,,,以城以城以城以城市市市市带带带带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动农村发展。。。。2002002002005555年年年年依法废止依法废止依法废止依法废止农业农业农业农业税条例税条例税条例税条例，，，，

免除免除免除免除农业农业农业农业税税税税，，，，2006200620062006年开年开年开年开始始始始对农民种对农民种对农民种对农民种植植植植粮食进行粮食进行粮食进行粮食进行直补直补直补直补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直补达直补达直补达直补达1260126012601260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 今今今今天天天天，，，，农民农民农民农民感慨感慨感慨感慨：：：：““““种种种种田田田田不不不不缴税缴税缴税缴税，，，，上学上学上学上学不不不不交费交费交费交费，，，，看病看病看病看病能能能能

报销报销报销报销，，，，农民得实农民得实农民得实农民得实惠惠惠惠””””

� 注重注重注重注重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强强强强调人调人调人调人口口口口、、、、资源资源资源资源、、、、环境相环境相环境相环境相协调协调协调协调；；；；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质质质质量量量量、、、、效效效效益益益益相相相相协调协调协调协调；；；；消费消费消费消费、、、、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出出出出口相口相口相口相协调协调协调协调。。。。

� 可持续可持续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发展发展发展--------促促促促进人与自进人与自进人与自进人与自然然然然的和的和的和的和谐谐谐谐。。。。



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的历程开放的历程开放的历程开放的历程

� 1111、、、、开放战略的实践开放战略的实践开放战略的实践开放战略的实践，，，，启动特区建设启动特区建设启动特区建设启动特区建设，，，，实施实施实施实施

由点到面的多层次开放战略由点到面的多层次开放战略由点到面的多层次开放战略由点到面的多层次开放战略------------第一个开放第一个开放第一个开放第一个开放

的关键点的关键点的关键点的关键点....

� 1979197919791979年设立深圳年设立深圳年设立深圳年设立深圳、、、、珠海珠海珠海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汕头和厦门试办汕头和厦门试办汕头和厦门试办

出口特区出口特区出口特区出口特区 ;;;;

� 靠近国际市场靠近国际市场靠近国际市场靠近国际市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澳门澳门澳门澳门))))；；；；与海外有密与海外有密与海外有密与海外有密

切的联系切的联系切的联系切的联系((((侨乡侨乡侨乡侨乡))))；；；；海陆便利海陆便利海陆便利海陆便利；；；；有广阔的经有广阔的经有广阔的经有广阔的经

济腹地为依托济腹地为依托济腹地为依托济腹地为依托。。。。



�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战略 :从沿海开放城市与
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经济开放区。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开放战略(1992年)—第二个关键点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开放战略

(1992年)



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

200120012001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承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承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承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承诺,,,,拓展对拓展对拓展对拓展对

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

--------放开外贸经营权放开外贸经营权放开外贸经营权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大幅度地降低关税，，，，

取消进口配额取消进口配额取消进口配额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金金金

融融融融、、、、商业商业商业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

承诺关税总水平降承诺关税总水平降承诺关税总水平降承诺关税总水平降5555年内至年内至年内至年内至10%10%10%10%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宏观经济展望



08年宏观经济转向的调整模式

本轮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本轮经济周期的不同

80、90年代经济周期调整方式



2008-2012年将出现“W型”周期

调整

本轮经济下滑在本质上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走到尽

头的产物，在短期它面临需求不足的冲击，但在中期就将

面临投资积累的供给膨胀的冲击。

从2008年第四季度所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在本质从2008年第四季度所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在本质

上是投资驱动型调控政策，它将提升2009年的需求，缓和

宏观经济深度下滑的程度，但改变不了宏观经济下滑的内

在机制，反而会使中国经济在2010或2011年出现更大的产

能过剩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的长度将在“W”调整中与世界经济调整的

长度基本一致——3年下滑期和3年复苏期。



2009年国内经济预测值



2009年宏观经济

○出口面临超预期的深度打击

○投资面临巨大冲击。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下，预计2009年下滑

6.9%，必定会透过“出口预期”和“滞后效应”对2009年投资带来冲击。

○2009年消费增速的回落将成定局。 ①在“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下，

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将导致大量企业利润的下滑，导致工人失业和

工资水平的下。由于中国大量农民工在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

出口的下滑对于该群体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而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出口的下滑对于该群体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而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

倾向最高。因此，出口的下滑将带来消费明显的变化。②居民房产以及

金融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巨幅缩水将在2009年产生强烈的财富效应，使

消费下降。③在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下滑，消费者处

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将进行行为模式的调整。

○重工业现状加剧经济下滑。本轮经济增长以重工业投资为核心，目前国

内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达70%，超过日本重工业过程中的最高点。

重工业拥有大量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较高的设备维持成本，因此这些行

业并不能根据外需的变化而进行灵活的调整。产生重工业供给刚性的问

题，因此， 2009年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比以服务业驱动或轻工

业驱动型经济严重得多。



中国出口与发达国家经济高度相关



美、欧、日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地区，约占中国出

口的70%



对美、欧地区出口增速下降



房地产和外贸相关行业投资出现大幅下滑

○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占总投资25%的房地产投资投资增速已经从上

半年的33%下降至10月的11%，2009年上半年可能是负增长。

○出口相关的行业投资增速趋势性下降。增速从去年的35%下降至目前

的15%，未来出口增速下滑带动其进一步下滑。



消费增长后劲不足

○消费增速拐点已现

○居民真实收入增长明显放慢

○就业形式严峻导致消费动力不足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4万亿投资到扩大内需、改善民生

4万亿投资计划，09年将拉动GDP上升2.4%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AAAA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AAAA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股市场预测



大小非解禁与减持对市场的影响

○从大小非解禁结构看，大非居绝对地位，进入09年后小非解禁数量明显减少。

○大小非作为理性人，不考虑其各自资金压力导致的减持行为，其减持行为主要

依据其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即在熊市下他们看淡市场，每次反弹都会增加减持

力度，在牛市中为获得更多收益，他们会减少减持力度。



估值与盈利的权衡：仍有探底可能

○自下而上预测存在高估盈利的可能。09年年报与一季报可能出现

低于预期，导致风险溢价上升和赢利预期的下调。

○10年中国经济“W型”调整模式导致09年下半年赢利预期的波动。

○流动性恢复面临风险溢价和盈利预期的负面影响。

09年市场很大程度上将是“政策推动”向“流动性+赢利预期推动”

的转化，在盈利预期稳定前如果出现政策真空，市场仍然存在再

度下探的可能。



09年市场运行判断



从PE和成长性的角度看市场运行区间

○以动态PE最低值10月29日10.37倍作为09年动态PE的最低点

○在流动性推动下，09年估值水平将逐渐向上回升

○以上证综指历史合理市盈率16倍作为参考点之一，以历史平均

动态市盈 率18倍作为保守的高点

○09年盈利预期：净利润增长自下而上法8-9%，自上而下法4-6%



09年上证指数运行区间：1550 - 2795

09年第一阶段，即上市公司年报、一季报低于预期导致市场以09

年盈利预期再度向下修正时，指数再度考验1600点，第二阶段在流动

性推动下，指数将逐步向2795点运行

这是一个均衡的运行区间，不排除在后续相关政策的支持下，09

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超出预期。市场在估值回升和盈利预期向上的双

重推动下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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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思路投资思路投资思路投资思路：：：：防御为主防御为主防御为主防御为主，，，，积极为辅积极为辅积极为辅积极为辅

利率下行周期时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确定性增长的行业在整体市场面临“盈利预期下行—估值回升

“时，具有较大的安全性，以其稳定的增长享受市场溢价，同时，

在整体市场出现“盈利预期下行—估值回升“时，率先享受估值回

升的市场推动效应

确定性增长的防御性与积极性

○受外生冲击较小，主要依赖内需的行业，如食品制造、服务业

○短期受政策支撑，需求稳定的行业，如：铁路建设、工程机械

○政策变动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行业，如通信 弱周期的稳定增

长类行业，如：医药、食品饮料

○利率敏感性行业与小盘股



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

受益于政策、事件的主题投资——上海本地股



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关注结构性机会

受益于政策、事件的主题投资——铁路板块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政政政政策驱策驱策驱策驱动型主动型主动型主动型主题题题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