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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 

陈盛荣 

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陕西杨凌 

【摘要】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进入新时期的体现，是中

国走向更高发展层次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国家在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同时，迈上了更高质的经济发展阶

梯。在该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被赋予了更加具有时代内涵的意

义，二者之间如何做到协调配合，承担起时代发展的新任务，成为了国家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将资源

配置的功能最优化，为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作出贡献，符合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需要，将高质发展作为时代

主题，本文尝试对我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在新形势下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的协调配合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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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is an objective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It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China's entry into a new era. It is a process that China must go through to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While slowing dow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country has stepped onto a higher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adder. Under this background,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which have been endowed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How to 
coordinate the two and undertake the new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func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ake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table economic 
growth,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China's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acro-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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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新常

态形式的产生充分提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时期，有了质的飞越[1]。但是，在新机遇

下同样也隐藏着新挑战，中国在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的同时，需要将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作为目标。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结

合，做到“松、紧”适宜，“松、紧”同步，在经

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超过合理范围时实施

“双紧”政策，在经济下滑、市场需求严重减少时

采取“双松”政策，寻找二者最佳的结合点，使资

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 
1 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1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是指国家在某个特定

的时期内，为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通

过运用各种财政调节方式，使经济总量增加或减少

的政策，它是统治阶级意识和利益的产物，阶级性

鲜明[2]。财政政策作为指导国家财政工作行事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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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准则，对总需求调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财政支出，二是税收。为了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

长，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采取增加政府支出的

措施，反之则可以减少政府的支出。作为国家经济

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

关系密切，需要与金融、产业、收入分配等政策协

调配合，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 
1.2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也被叫做金融政策，

是指中央银行制定的、实施的各种调控方法、手段，

以达到期望的经济目标，其实质是通过采取“松”

“紧”的政策，使国家物价趋于稳定，实现社会的

充分就业，促进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收支更加平

衡[3]。中央银行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情况，

在社会不景气时，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向经

济体中投入的货币量，降低利息额与借贷资金额的

比率，刺激行业投资，增加一定时间内的出口总值

与其进口总值的差额，增加社会的需求总量；在投

资过热、通货膨胀严重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减少向经济体中投入的货币量，提高利息额与借贷

资金额的比率，抑制行业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

降低通过膨胀率，稳定物价 
1.3 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结构对称化的前提上，实

现的可持续发展。在强调点方面，经济新常态更偏

向于促进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稳定，而不是将侧重

点放在经济总量上，也不是单纯的国民收入、国民

人均收入增长和经济规模最大化，但经济新常态不

是不需要国民收入，而是不需要国民收入快速、低

质的增长。在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云南讲话中，

首次提到“新常态”的概念，“新”是指与传统的、

陈旧的事物相反，“常态”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情

况，而新常态就是与以往不同，更加稳定、全新的

一种状态，充分提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

往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不同的一个时期。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措施 
2.1 建立并完善政府与银行之间配合机制，健全

宏观调控系统。 
建立并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

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政府对调控的目标清楚地了解，

并坚定不移，将全面符合规划要求作为主要依据[5]。

在经济发展中，对国民经济进行长远的计划，统一、

全面地进行安排，协调配合，对预算赤字定期按踪

迹进行追寻，对银行不良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

良资产进行定期测量、计算，使财政政策之间能够

得到有效的互动。对操纵手段进行使用效果的评价

估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

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保证经济总量的平衡性，

不断健全各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稳定增长与防

范风险双管齐下，优化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情况，调

节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同时，还需要对统计机制进

行完善，使各种经济运行监测制度更加完备，加强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与控制程度，使各相关经济

部门之间能够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实现不同信息

系统之间的交流与使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家

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与控制能力。 
2.2 完善其他经济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

协调配合机制。 
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在其中的综

合效应。现阶段，我国在宏观调控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非质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我国的生产力布

局情况不合理，进一步导致我国市场出现需求过度、

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已经成为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

中的首要冲突。因此，必须提高各项政策之间的协

作配合，完善国家制定的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政策，

通过对部分产业进行帮扶或限制、禁止，从而到达

影响该产业发展的目的，优化资源配置，使其更加

合理化，促使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目前，我国的部

分金融机构以信用方式获得的资金逐渐向低层次、

反复性投入的行业流入，与国家引导的产业发展方

向严重不符，偏离了未来行业发展的轨道。因此，

需要对国家制定的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政策进行适

当调整，充分发挥国家调节控制的作用，顺应经济

发展的趋势，定期发布新的产业政策；中央银行和

相关的监管部门需要对国家制定的引导产业发展方

向的政策给予配合，以优化各种资源在信贷产业中

的分配比；商业银行需要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

法规与出台的政策。提高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视程

度，刺激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解决投资需求，

缓解或消除不平衡的消费需求增长的现象。政府需

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由于消费过

热可能引起投资过剩，造成社会生产力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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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就需要从根本上上解决问题，抑制部分

行业或地区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只有在各种经济

政策的相关协调和配合之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才能

稳定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6]。 
2.3 合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适度调

整。 
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正逐渐从国债方式向税

收、为企业提供成本价格补贴的方式转变，以刺激

国民对物品及服务需求总和的增长，因此可以通过

调节利率、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重贴现率、商

业银行不能用于放贷资金的比率等手段，调节国民

对物品及服务需求总和。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仍需

要保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领域

发挥的作用不变，使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化，朝着可

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对各

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进行调整，推进财政改

革，对部门预算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使政府的工

作更加透明、公开，预防腐败，将所有的财政资金

都纳入国库管理中，通过银行账务进行清算，对财

政收入、支出行为进行规范，加强对财政收支监督

和管理力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的发生。通过改革

的手段，对国债发行交易制度进行完善，充分货币

政策的工具作用，对国内的债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

提高短期债券市场的活跃度，使央行公开市场的操

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对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

量起到有效的调节、控制作用，促使利息额与借贷

资金额的比率成为货币政策调节、控制优先使用的

工具，由于对商业银行存款中不能用于放贷部分的

资金比率进行操作可控性难度较大，因此需要谨慎

使用。 
2.4 推进财政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加强对国

债的运作管理。 
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着两项紧迫的任务

挑战，首先，需要对低水平、重复投资进行抵抗与

防御，其次，还要对基础建设投资给予支持，推动

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技术不断创新、进

步。在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松散、混乱的局

面，彻底根治先盲目建设，后费力整治的国家暗中

包含的担保制度，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投资平台，使

投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投资来源逐渐趋向市场化，

投资管理平台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进行操作。在对

投资、融资体制进行改革时，需要理清财政与商业

银行投资、融资之间的边界，不断提高财政投资、

融资的经济效益，避免对货币政策造成政策性的打

击。对债券市场的行为进行规范，增强债券市场运

行的能力，通过将各种资源进行衔接，使债券市场

的信息系统能够进行资源共享，在共同协作下形成

更加具有金融价值的整体，堵截暗藏的地方部门预

算赤字获取资金的来源，断开企业与商业银行使用

信贷资金进行不合理投资的渠道，使信贷资金能够

在正确的领域、行业发挥其价值，逐渐向正常的运

行轨道靠拢。不对中央政府每一年发布的具体国债

金额进行限制，而是通过设置一个余额上限来限制

国债的发放规模，进行国债管理，只要中央政府的

国债发行未超过余额，财政部门就可以根据每年不

同的市场情况，灵活、合理的规划国债发行规模，

设置不同的期限品种。为了解决短期国债缺乏公开

操作、公开操作却缺少短期国债的问题，财政部分

可不将短期国债纳入国债发行计划的范围内，当财

政资金的需求量大于闲置量时，财政部分可以充分

发挥短期国债的优势，进行资金周转，以缓解资金

问题。 
2.5 适度调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

关键环节。 
在我国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财政政策都是

调控的主要手段，占据着核心地位[7]。但是，在经

济新常态下，需要逐渐变换二者的主体地位，更多

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作用

与资本流动性成反比，而货币政策则与其成正比，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在生产活动中

的资本能以低成本跨境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

此，需要将货币政策作为核心，将财政政策放于辅

助地位。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顾及公平

性原则[8]。 
2.6 实施主动的财政政策，集中民财与民力，致

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采取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法律法规的框架

下，对人民需要缴纳的税款进行部分减除，从而对

人民进行帮扶和鼓励，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在制

定政策时，充分保证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能力。如

此以来，能够对人民收入不公平的现象起到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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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作用，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同时，还能提高人

民的消费能力，扩大社会内部的需求，以此拉动经

济。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

有“存钱”的概念，大部分的家庭与个人每月赚的

钱在短时间内都会被用光，很难坚持到下一个月，

分析其原因与国家的福利待遇关系密切，人们就医、

养老费用几乎都由政府支付，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

制度较为完善。因此，国家需要不断借鉴国外的先

进民生制度，结合中国国情，通过主动的财政政策，

增加社会的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使人力资源得

到充分配置，使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的分割、配

给制度向更深的阶段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

高劳动者在合法劳动下获得的最低劳动报酬标准。 
3 结语 
为了符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客观

规律，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

二者的协调配合，应当对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与货

币供应二者进行调整，互补互利。作为政府对经济

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重要手段，

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对社会

最终物品及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进行调节，优化生产

力布局情况，是经济新形态下必不可少的两项政策，

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不

断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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