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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12 月 30 日中央深改组第 8 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5

年工作要点》。12 月 29-30 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 

摘要： 

[Table_Summary]  布置 15 年改革关键之年工作要点，重大改革方案落地攻坚。

深改组第 8次会议提出，‚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气可鼓而不可泄。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

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一鼓作气、势如

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会议还就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近期国企、

社保、注册制、土地、财税、电力等重大改革将逐步推进。 

 财政加大稳增长力度。15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

当加大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预计 15年经济增

速设定目标为 7%左右，为对冲经济下滑，基建投资保持 20%

左右的增长，交通、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环保等将成

为投资重点，预计中央将赤字率从 2.1%上调到 2.4%。‚促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以流域为单元开展国土江河综合

整治试点，建立对新能源汽车的全方位支持推广机制。支持

开展水污染防治，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结合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成

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筹建工作。‛ 

 推进预算、地方债、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PPP、养老

保险等财税改革。‚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推进中期财政规

划管理。积极盘活全国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加快推进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

税等税制改革。扎实做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广运用 PPP

模式、支持国企国资改革等其他重要改革工作。‛ ‚加快推

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建

设，推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发展。‛ 

 改革将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分母驱动的‚改

革牛‛尚在路上，可能从快牛切换到慢牛。随着增量资金入

市，蓝筹将填平估值洼地。随着注册制提速，小票面临去泡

沫风险。未来最大的风口来自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注册制

改革、十三五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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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央深改组历次会议 

会议时间 内容 

第 1 次会议（1 月 22 日） 

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

作细则》（成立 6 个专项小组）《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第 2 次会议（2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4 年工作要点》、《关于经

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

分工方案》 

第 3 次会议（6 月 6 日） 
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 

第 4 次会议（8 月 18 日） 

审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

年）》。对未来 7 年的改革实施工作作出整体安排，突出了每项改革举措

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习总书记强调中央有关部门要认真

组织好规划的实施工作，要真刀真枪推动改革。 

第 5 次会议（9 月 29 日） 

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的意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

案》、《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第 6 次会议（10 月 27 日） 

审议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关于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第 7 次会议（12 月 2 日） 

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关于

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

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 

第 8 次会议（12 月 30 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5 年工作要点》、《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决定重要举措 2015 年工作要点》、《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会议还就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深化公

安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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