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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2014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袁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后的经济风险
积累问题遥 这些累积的经济风险主要有能源尧安全尧货币和信息方面的国际风险以及周期性尧调整性尧环境和债务方面
的国内风险袁它们具有国际风险影响越来越大尧风险系统性发展但总体可控的表现特征遥 防范并化解上述风险袁需要
采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尧加快结构调整尧增进国际合作和融合经济增长与公共伦理建设等措施遥
关键词院宏观经济曰经济新常态曰经济风险
中图分类号院F10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5冤03-0005-06

一尧引言

2014 年底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宏观经济

二尧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袁中央有清晰的

作出了从高位下行至中位的新常态判断袁并首次提

认识袁经济新常态就强调了宏观经济中位增长与结

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袁其中对经济风险的看法

构调整长期并存的格局袁而要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

是袁伴随经济增速下行袁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
性化遥 与此类似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也
将中国经济增长下调至 7%袁 同时指出世界经济复
苏之路并不均衡袁如今又面临着过度风险和地缘政

定在 7%左右增长袁 就要梳理好宏观经济增长中面

临的各种风险遥 考虑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越来越高袁这些风险大体上可分为国际风险和国内
风险两大类遥

治威胁遥 可以说袁在现代信息社会下袁经济增长与经

渊一冤国际风险

济风险间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院当经济高速增长

从国际角度看袁中国经济无论总量还是增长率

时袁各种利好消息会使公众主观忽略经济运行中存

都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袁但这也

在的各种风险曰而当经济增长趋缓时袁各种唱衰消

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所引发的风险对

息又会使公众主观放大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风

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袁具体来讲袁这些风险集

险遥 以世界经济为例袁自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袁世
界经济运行呈现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袁相应地袁油价

下跌尧经济制裁尧贸易纠纷等众多经济风险凸显袁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遥 故在此背景下袁
当我国经济增速由 2007 年的 14.2%滑落至 2014 年

的 7.4%袁并有可能自 2015 年后稳定在 7%左右时袁
将会面临哪些风险袁继而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袁就成为亟需认识并加以防范的问题遥

中体现在以下方面院

1. 能源风险遥 2004 年中国 48%的石油依靠进

口袁2014 年这一数值已上升至 60%遥 除了可供进口
的石油储量值得担心外袁石油进口还受到国际油价

变动的影响遥 2004 年 7 月初袁国际油价每桶约 40 美
元袁2008 年 7 月中旬袁 每桶已涨到 156 美元遥 进入
2014 年底袁国际油价又突然暴跌袁截至 2015 年 1 月
底袁国际油价已跌至每桶47 美元左右遥 当然袁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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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袁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袁国际油价暴跌大
大降低了我国进口石油的成本袁 但从长期来看袁石
油价格的频繁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则是不确定
因素遥 以此次油价暴跌为例袁其中既涉及供需面变
动和美俄尧沙特与伊朗之争袁又涉及传统产油国与
美国新兴页岩油产业之争袁这意味着未来我国要面
对的国际油价依然是不确定的遥 也正因为如此袁蓝
普顿提到了我国用于克服能源依赖这一弱点的多
头战略袁包括中国与任何一个拥有地下能源的国家
交朋友袁尽量将供应来源多元化袁尽可能建立稳定
的供给和价格关系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袁增加能源
效率袁运送模式多元化和扩大海军等袁 [1]渊P205冤以期降
低我国所面临的能源风险遥
2. 安全风险遥 2014 年底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报告指出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袁中国经济总量已
超过美国袁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袁这又掀起了新一
轮的野中国威胁论冶遥 实际上袁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野中

国威胁论冶就一直未曾中断过袁其根本原因在于袁美
国以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威胁到其霸权安全遥 对这一
点袁黄树东在描述美国霸权体系中的中国位置时谈
到院野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
出袁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噎噎这
就必须做到三点院第一袁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袁至少
是依赖美国市场曰第二袁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
术水平扩张的道路曰 第三袁 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
国冶遥 [2]渊P2冤故从经济安全角度看袁美国的霸权主义一
方面易造成中美间的经济摩擦甚至对抗袁如日益加
剧的中美反倾销案尧 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在外的
TPP 谈判等曰 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主义与全球多元化
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也给我国
的对外经济带来了更多风险遥
3. 货币风险遥 货币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袁在现
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可以说袁现代自
由贸易扩张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货币化袁
这使一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决定该
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遥 因此袁美国霸权主义
的核心之一就是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
权地位袁进而保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
位袁这一传导机制突出表现在院一是美国利用美元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袁在对外贸易中掠夺
他国财富曰二是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袁竭力推
动世界经济全球化袁 并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曰三
是美国大力推行野债务经济冶袁使国内借贷消费成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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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曰四是美国在应对金融危
机的过程中袁频繁利用货币贬值来转嫁自身危机遥 [3]
不过袁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
的提升袁人民币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已成必然袁2014 年人民币直兑新西兰元和韩元就
是例证遥 但这也令美国以为人民币会对美元的货币
霸权地位构成挑战袁对人民币的干扰打压态势自然
增强袁这对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均为世界第
一的我国来说袁无疑带来了很大的货币风险遥
4. 信息风险遥 现代经济本质上也是信息经济袁
一方面袁信息本身成为商品袁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
迅速商业化曰另一方面袁信息的变动可对宏观经济
产生难以低估的影响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袁美欧
等发达国家对信息安全高度关注袁但同时也开始利
用网络信息技术来进行干预甚至攻击经济体遥 2014
年底袁朝鲜网络全面瘫痪袁这是第一次对一个国家
整体网络的安全攻击遥 对我国而言袁作为世界上重要
的信息化大国和网络大国袁同时也是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防范的主要国家袁宏观经济发展中面临的
信息风险将会越来越大袁这是因为院一是西方国家
将我国树为网络公敌袁并进一步加强针对我国的网
络遏制行为曰二是贸易保护野安全壁垒冶被广泛使
用袁尤其是西方各国普遍以野国家安全冶为借口来打
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曰三是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等
新兴技术应用日趋深入袁信息威胁将更加突出遥
渊二冤国内风险
从国内来看袁三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给我国奠
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袁 但也产生了许多潜在风险袁
其中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风险有院
1. 周期风险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宏观经济发
展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波动袁 依次为院1979要1981 年
间袁GDP 增长率由 7.6%上行至 7.8%袁又下行至 5.2%曰
1981要1986 年 间 袁GDP 增 长 率 由 5.2% 上 行 至
15.2%袁又下行至 8.8%曰1986要1990 年间袁GDP 增长
率由 8.8%上行至 11.6%袁又下行至 3.8%曰1990要1999
年间袁GDP 增长率由 3.8%上行至 14.2%袁 又下行至
7.6%曰1999要2014 年间袁GDP 增长率由 7.6%上行至
11.9%袁又下行至 7.4%遥 历数这些经济周期可以发
现三个特点遥 一是周期由短周期过渡到长周期遥
1979要1981 年的周期只有 3 年袁 而 1999要2014 年
的周期已长达十多年遥 二是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差
额越来越小遥 早期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间的差额高
可达近 10%袁而随后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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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小袁1999要2014 年间该值暂为 4.5%遥 三是周
期内上行年数少于下行年数遥 结合这些特征判断袁
我国宏观经济目前还处于 1999 年以来的下行区
间袁这给经济增长稳定在 7%左右带来了压力遥
2. 调整风险遥 结构调整是此次中央所界定的经
济新常态的另一个主体内容袁这是由我国长期坚持
走数量扩张道路造成的遥 结构调整主要有三个方
向遥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经
济增长使我国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第二产业袁甚至被
誉为野世界工厂冶袁但这是一个处于产业链底部的世
界工厂袁它不仅导致我国产业扁平化袁而且还严重
抑制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遥 [2]渊P375冤与此形成对
比的是袁美国现阶段的服务业主导型产业结构被认
为是后工业化阶段和现代化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袁
其实际产值已占到美国 GDP 总量的 80%遥 [4]二是增
长方式调整遥 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关
联性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就意味着增

转移高耗能尧高污染产业或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
有害垃圾来转嫁环境风险袁说明我国所面临的环境
风险将是长期性的遥
4. 债务风险遥 2011 年袁审计署发布的野全国地
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冶显示袁截至 2010 年底袁全
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07174.91 亿元袁 占当年全
国地区生产总值的 25%曰淤2013 年袁审计署再次发布
的公告显示袁截至 2013 年 6 月底袁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上升为 178908.66 亿元袁 占当年全国地区生产总
值的 28%遥另外袁2013 年的公告还显示袁若计入中央
政府性债务袁则全国政府性债务总计为 302749.7 亿
元袁占当年 GDP 总量的 53%遥 于综合这些数据来看袁
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袁我国政府债务问题
都较为突出遥 再考虑到地方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增长
而衍生出的强烈的资金需求袁未来我国的债务风险
是很大的遥
三尧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风险的总体特征

长方式是粗放型的遥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袁技术创新
和产业创新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低袁经济增长依
赖于资本尧能源尧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持续投入袁但
现今我国要素投入都已陷入瓶颈袁粗放型经济增长
变得不可持续遥 三是地区结构调整遥 与改革开放初
期相比袁 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呈放大趋势遥
2013 年袁 西部 12 省市生产总值合计为 12.6 万亿
元袁只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 20%曰而东部 10 省市
生产总值合计为 32.2 万亿元袁占全国的 51%袁其中
最高的广东省为 6.2 万亿元袁 比最低的西藏 807 亿
元高出 77 倍遥 这三个方向上的结构调整显然是非
常必要的袁而经济运行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自我保
护袁甚至稳定经济增长的需求本身袁都会加大结构
调整的难度袁从而使调整具有一定风险遥
3. 环境风险遥 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
长三十多年所付出的显著代价袁由此所带来的风险
也在不断增加袁具体表现为院一是结构型环境风险
形势严峻曰二是布局型环境风险十分突出曰三是安
全事故尧遗留隐患尧长期累积型环境风险加大曰四是
人口增长尧消费转型和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环境
风险逐步显现曰五是全球性尧跨国界环境问题带来
的外部环境风险威胁不断增大曰六是全球气候变暖
带来的环境风险影响深远遥 [5]虽然环境保护的议题
由来已久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袁环境保护与
经济增长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袁 即便是发达国家袁在
宏观经济已实现起飞后袁还是会通过向发展中国家

对任何一国的宏观经济而言袁出现经济风险是
正常的袁但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袁我国自改
革开放之后就面临更多风险袁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
情所致院野中国这个政治实体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
府都要大噎噎在这个实体内袁既有农村地区的贫困
与文盲袁又有能够安全地将人类送入太空的雄厚财
力与实力遥 这是一个同时走矛盾的两个方向的国
家袁既有机制改革和自由化袁又同时存在新兴社会
力量和法制冶遥 [1]渊P209冤故结合我国国情袁归纳现阶段经
济发展所面临上述风险的总体特征袁对做出科学的
应对决策至关重要遥
渊一冤风险总体可控
2014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到我国所面
临的经济风险时认为风险总体可控袁这个判断是准
确的遥 第一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未变遥 近
些年来袁很多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崛起比作是过去日
本和西德的崛起袁但实际上野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
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袁 中国是以 13 亿人口进
入了世界市场袁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袁势必将创
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袁将创造世界上
最大的中产阶层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冶遥 [6]渊P3冤
与此评判相似的是袁 林毅夫在谈及中国在未来 10
年尧20 年尧3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
快速增长这一问题时袁也根据比较推算中国应当还
有维持 20 年年均增长 8%的潜力遥 [7]故经济新常态
所强调的 7%左右的增长率虽然低于我国前三十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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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以上的增长率袁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依然是
较高的增长率遥 也就是说袁经济新常态是针对我国
实际提出的对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一种适应袁即要
从高增长下用经济增长抵消其他问题的单一发展
观转变为适度增长下的经济增长与其他问题相互
协调的全局发展观袁当然经济增长依旧是解决各种
问题的前提条件遥 第二袁世界各国追求经济增长的
目标不变遥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极其复杂多变袁
这其中既有因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而对中尧俄等多
强国家进行的打压干扰袁也有因人类现有发展模式
所引发的环境尧能源等全球公共危机的加剧袁这些
危局反而促使各国深刻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袁
正像兰德斯谈及当前的国家竞争时所评价的院野由
此而来的唯一教训袁是必须不断努力冶遥 [8]渊P571冤第三袁
国内认识清晰遥 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对我国宏
观经济的运行轨迹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袁以此次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例袁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
特征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袁 并把 2015 年的主要经济
任务总结为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尧积极发现培育
新增长点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尧优化经济发展
空间格局和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五个方面遥 换
句话讲袁经济新常态之所以野新冶袁是我们改变了旧
有的野只要经济增长率冶的观点袁转而开始强调并研
究 野经济怎样实现增长冶尧野经济增长的效率与效果
如何冶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遥 毫无疑问袁这种思想上
的转变会有力促进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袁从而提高
经济运行质量以降低风险遥
渊二冤国际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大
纵览上述宏观经济面临风险袁其另一个显著特
征是国际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大遥 出现
这种情况的缘由有三遥 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对外依存
度的提高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我国宏观经济的对外依
存度还不足 10%袁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袁现今已超
过 60%遥 对外依存度的上升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已由
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经济袁它虽与经济风险没有
必然联系袁但开放经济本就为风险的传导与积累创
造了条件遥 二是全球化影响遥 现代市场经济在促进
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袁还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商业文
化院野它使整个世界都处在商业化的驱动之下噎噎
在这一体系中袁经济对其余的文化来讲具有无形的
作用袁并象征性地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袁经济增长
被看做人类福祉的本质噎噎由此而形成的商业社
会更是把增 加商品和 服务的消 费 看做生活 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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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冶遥 [9]渊P17-19冤遗憾的是袁随着西方文明的占优袁这种商
业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毫无阻碍地迅速展开袁消费开
始有组织超越国界袁一国经济增长也越来越多地受
到国界之外的影响遥 三是一超多强下的大国博弈格
局遥 国际风险之所以能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越来越
大的影响袁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今一超多强的
大国博弈格局遥 尤其是对超级大国美国而言袁维持
其霸权地位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院野中美竞争不应成为下一场增长尧霸权尧扩张尧
延伸尧冲突和衰落的案例遥 当然袁这中间存在危险院
不断增长的中国力量可能使得中国偏离它当前的
目标袁这一倾向必须有所防范遥 另一个危险在于当
前主导世界的大国袁最典型的是日本和美国袁以为
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各国自身国家利益之间是
零和关系遥 这种危险可能导致外部环境的改变袁可
能逼使中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有所反应袁从而引
发新一轮军备竞赛遥 第三大危险是中国不断增长的
力量袁特别是经济力量的扩张袁将导致大量的溢出
效应袁从而引发冲突冶遥 [1]渊P229冤在这样一种主观认定存
在威胁的意识背景下袁中美间围绕着能源尧安全尧货
币与信息所产生的摩擦在一定时期内会加剧袁我国
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国际风险自然加大遥 但如果换一
个角度来看袁作为上升期的新兴大国中国和膨胀期
的超级大国美国出现摩擦既是一种挑战袁更是一种
机遇袁在促使中国成为稳定国际关系重要一环的同
时袁也可让美国逐渐系统化看待中国力量的增长遥
渊三冤风险相互之间影响越来越大
从长期来看袁某种风险能否演化发展到影响宏
观经济的整体面貌还取决于其他风险的演化发展
情况袁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风险的又一个
显著特征袁即经济风险相互之间影响越来越大遥 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袁主要有三个原因遥 一是经济增
长下的需求多样化遥 现代经济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经
济体袁其增长源泉主要来自各种各样的需求遥 我国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袁已培育出差别较大的行
为主体袁而每一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与
需求遥 这些多样化需求的叠加往往也会造成风险的
叠加袁如地方政府从刺激经济的需求出发袁会主动
吸纳更多资金以扩大生产规模袁 这会产生债务风
险遥 但与此同时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会对环境
产生更多影响袁这与民众追求生活质量的目标往往
相悖遥 而且扩大规模后的我国经济必然会与外界产
生更为广泛的经贸联系袁这客观要求人民币发挥更

王庆：
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大作用袁但这种要求又可能被美国解读为潜在威胁
而对人民币进行干扰打压遥 二是现代宏观经济的复
杂性遥 现代宏观经济是一套极为有效的运转体系袁科
斯塔甚至将其描述为极端经济学院野它的结果是通
过操纵资源尧人力和市场袁使生产效率尧企业制度化
以及增加效益的复杂方法都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噎噎
它一手掀起了电子尧计算机尧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方
面的革命冶遥 [10]渊P148冤但取得如此高效的代价就是现代
宏观经济体系越来越趋向复杂袁产量尧需求尧进出
口尧流动性尧货币尧通货膨胀尧通货紧缩等等各种因
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袁既是可能诱发经济危机的单个
风险因素袁同时也是内涵于宏观经济体系内的一个
组成部分遥 三是发展成为世界性问题遥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谈到风险问题是有深刻时代背景的袁当今世
界正处于风险凸显与加剧时期袁野全球气候变化尧世
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尧团伙暴力尧持续的宗教战争袁我
们的行动顶多只是缓解短期的症状遥 随着我们的问
题代代相传袁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多袁也越来越难解
决噎噎然后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复杂性加速升级袁知
识变得难以获得冶遥 [10]渊P17-23冤因此袁发展中存在的很多
风险不仅仅是我国需要克服的风险袁亦是世界范围
内各国所面临的正在不断深化且纠缠在一起的系
统性风险袁如何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遥
四尧我国宏观经济风险的应对措施
渊一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不管怎样袁减缓乃至消除当前风险的前提条件
依旧是宏观经济实现增长袁 与之前的看法不同的
是袁这不是用数量换质量的过程袁而是在发展中获
得解决问题的空间和能力遥 以国际风险为例袁为了
使美国认识到有必要与我国保持接触尧通过合作来
解决双方的摩擦袁就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竞争格
局中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袁 并努力使之透明
化遥 至于各类国内风险袁更需要各级政府集中财力
加以防范与化解袁而这些都需要我国宏观经济在今
后较长时期内保持 7%左右的稳定增长遥 而且深入
来讲袁我国宏观经济依然具有两个内在特点遥 一是
赶超经济遥 近些年来我国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凸
显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我国的经济赶超之路袁 应该
说袁太热衷于赶超发达国家尧经济总量排名上升的
意义是不大的袁但追赶甚至超越我们曾落后于时代
发展的步伐则是非常重要的遥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风
险不断积累并深化的时期袁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
后盾袁就很难专心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袁更无法在国际秩序变革过程中表达公正的看法
和维护正当的权益遥 二是人均弱小遥 从个体发展角
度来看袁我国宏观经济还是非常弱小的遥 根据国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数 据 袁2013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只 有
6767 美元袁 世界排名 90 左右袁 为人均第一国家的
6%遥 如此低的人均 GDP 很难给个体提供好的发展
环境和机遇袁更不用说消除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
种风险遥 故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还是我国应对当
前风险的首要措施遥
渊二冤加快结构调整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加快结构调
整遥 其实袁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现得比较
早袁以产业结构为例袁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
业在国际竞争中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市场和竞争压
力袁获取的加工利润很低袁亟需加以调整和提升遥 但
2007 年的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结构调整的步伐袁更
重要的是袁增长方式的转换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地
区结构的均衡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将被打破袁相
关社会问题将会因此加重袁 调整的难度可想而知遥
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进行结构调整遥 一是统
一认识遥 我们应认识到袁中国必须实施对自己最有
利的发展战略袁哪怕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袁这也是
中央强调经济新常态的原因之一遥 从这个角度讲袁
当前风险的聚集反而有利于结构调整工作的开展袁
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袁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袁 释放我国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潜力遥
二是强化社会保障工作遥 在统一认识的同时袁我们
还应强化社会保障工作袁以应对结构调整过程中产
生的失业人数增多问题遥 可以预见的是袁结构调整
所引发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人数的增多袁
应通过扩大再就业培训尧 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尧
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等措施袁为调整中的失业人群
提供更多生活保障遥 三是做好地区协调遥 我国在改
革开放中形成的地区发展差距袁既是结构调整的内
容之一袁也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实施梯度袁应从全局
利益出发袁做好区域间的沟通与协调袁使产业结构
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在地区结构调整的大框架下
整体进行遥
渊三冤增进国际合作
除自身有效应对外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
的风险是否危及经济体本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际风险的演化发展遥 故增进国际合作袁寻求我国经
济增长所需外部和平友好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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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关键自然是中美关系遥 未来的中美关系究竟

从个体到政府的有效的风险防范与共担机制遥

的袁激烈的冲突则是可避免的袁两国将会合作袁因为

注 释院

会怎样发展钥 野对中国来讲袁 与美国的分歧是必然

客观评价袁这段话是

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2011 年第 35 号公告袁http://www.

元袁中国 GDP 总量近 10 万亿美元袁两国合计占世界

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2013 年第 32 号公告袁http://www.
譺

共同利益驱使两国合作冶遥

[1]渊P221冤

非常中肯的袁2014 年袁 美国 GDP 总量近 17 万亿美
经济总量 35%以上袁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使全球范

围内任何经济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都离不开中美间
的经济合作遥 我们应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袁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与革新袁并与包括美国
在内的其他国家开展充分的经济合作袁共同致力于
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

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379/3432165.html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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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isk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Macro-economy in China
WANG Qing

渊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Tax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袁Lanzhou Gansu
730020袁China冤
Abstract:At the end of 2014, CEWC interpreted nine characteristics about economy's New Normal, including economic
risks accumulation problem under the downward of Macro economic growth. If we induce these economic risks, there exist in鄄
ternational risks in energy, safety, currency and information and domestic risks in periodicity, adjustability, environment and debt.
They have such features, that is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risks and developing systemic risk but all can be con鄄
trolled. So, we should prevent and resolve these risks through maintaining stable growth of Macro -economy, speeding up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bin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thics.
Key words: macro-economy; economy's new normal; economics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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