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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
量方向发展。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总体上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中,基于此,我国金融管理的重点
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这种举措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要想保证供需之前维持平衡,确保
经济市场平稳运行,我国必须对宏观金融管理引起高度重视,同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也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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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China’s economy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direc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seems that China is generally in a state where demand
exceeds supply. Based on this, China's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focused on adjusting demand and supply
accordingly, but the results of such initiatives have not been obvious. To ensure that supply and demand remain
in balance and that economic markets run smoothly, China mus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macro-financial
management, while not taking fixed asset investment lightly.
[Key words] macro-financial management;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前言

1.1宏观金融管理

如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经济

宏观金融学从学科的定义上,主要用于研究宏观意义上金

水平不断提升,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加剧。从当前的发展

融系统的运转情况,例如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等,而与之

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还较为稳定,但也需注意的是,若是

相反的是微观金融学,则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市场、金

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时,也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影

融机构、个人投资导、企业财务等问题。关于宏观金融管理的

响,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

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相关研究,且取得一定成果。2016

加强宏观金融管理,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年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演讲时对新金融的宏观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对经济发展的整

经济含义作出分析；复旦大学姜波克所著《开放经济下的宏观

体情况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

金融管理》中也重点阐述了宏观金融管理具备的基础作用,并分

在的问题以及不足,并根据发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手段才能保

析了相关理论及政策。2022年2月,中央第十四巡视组组长高飞

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对资源充分利用,防止资源出现浪费,

指出：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有效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推动金融

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虽然政府的调控作用对于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应对外界环境冲击上取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

发展十分重要,但也需认识到对经济进行调控,最有效的手段有

不足之处,如金融管理牵头作用不充分,金融机构服务国家战略

两种,一种为宏观金融管理,另外一种则是固定资产投资,为了

需加强等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也指出要以巡

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对这两种手段深入分析,加强研究,

视工作为契机,坚持党中央对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集中化领导,从

才能为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宏观视野上提高金融治理体系及现代化水平,从而更好地为党

1 宏观金融管理和固定资产投资概述

和国家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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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固定资产投资

对社会需求与投资之前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加强这两者之

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是以货币形

前的认识,使得固定资产的投资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

式表现的,企业在某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工作量及相关

3.1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合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费用变化,本质上属于购置固定资产的一项经济活动。通常而言,

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现目前

固定资产投资囊括了建筑物、房产、运输工具、企业基本建设

的供需结构还在一定的不足,部分地方缺乏合理性,之所以出现

等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这种问题,就在于社会的供需之间不平衡引起的。通过对固定资

报》调查指出,在2021年时,我国全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约

产投资的实际情况深入地研究,企业在进行投资时,通常是通过

552884亿元,比2020年增长4.9%。按照其类型划分又包括了国

向银行贷款获得资金之后再进行投资,而政府则与企业投资的

有、集体、个体、联营等多种。通过实施投资,能促使各大企业

形式不同,政府在进行投资时,一般是依据财政预算来实施的,

发展更快,实现经营目标。

并且企业与政府在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时,想要是供需之间保

2 在宏观经济中强化金融管理工作的目的

持平衡是存在较大的难度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与社会总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经济发展的形势时刻都在发生变

的需求量有关。对于企业来说,由于其自身能力的原因,在面对

化,为了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依不断对金融管理进行

供需问题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因而使得供需之间容易

优化和升级,促使其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最终确保我国金融

出现失衡,最终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

行业的规范化、有序化,为经济文件发展提供保障。政府在进行

3.2人民币总量的增加有助于社会总需求的提升

宏观调控时,始终要以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为调控目标,才能

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是财政支出超出财政收入,通常出现

保证市场经济的物价价值不会出现失衡,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的

赤字的原因有两种：其一,财政政策的安排,被称作是“赤字政

秩序出现混乱。当前,多数发达国家在经济的发展上遭遇阻碍,

策”；其二,则是预算中并未设计赤字,但执行中却出现,被称为

陷入困境,我国的市场经济竞争日益加剧,而且国际的政治经济

“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属于较为客观的一种经济现象,在西方

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应抓住改革

发达国家中较常见,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性经济现象。总之,财政

的机会,对宏观金融管理不断完善,才能使其适应当前的发展情

是否出现赤字与财政的支出具有很大的关系,社会需求会随着

况。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处

人民币总量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在经济发展中,货币的流转次数

[1]

于不平衡的状态,且问题还比较突出 。由此观之,我国的经济

与供给量之间关系比较紧密,通过对人民币的发行量进行调整,

发展虽然态势良好,但由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会影响金

社会的需求也会随着其变化而变化,最终缓解供需之间的失衡

融市场的秩序,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造成影响。因此,政府

状态,让其朝着平衡的方向发展。

应该对宏观金融管理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经济的调控,对当前

3.3重视生产提升社会需求

我国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依据经济发展对资源合

实体经济对于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理分配,有效缓解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状态。

且实体经济越好,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得就更加稳定。投资者在

要加强度宏观金融管理的认识和了解,需要以社会的总需

对固定资产投资时,必须要准备足够的资金,避免各种不稳定因

求为工作的出发点,依据实际情况以及物价水平评估货币当前

素的影响,对投资产生负面作用,进而导致失败,对企业的正常

的购买能力。由此可知,社会总需求量对于人民币的购买力息息

[3]
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投资的前期准备阶段,企业应该对投

相关。通过对以往的情况进行分析,我国人民币的周转速度始终

资的项目加强了解,多方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对项目的可行性进

处于正常的状态,这与我国在经济领域的调控力度有很大的关

行准确的评估,同时对企业的资金进行预算,保证在后续的工作

系。现如今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的自由化趋势增强,影响人

中有足够的资金让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最终促进我国金融行业

民币购买能力的因素逐渐增多,基于此,使得国家对于宏观金融

长远发展。

管理的难度也相应地有所提升。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必须

3.4人民币周转速度增加有助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大

要加强分析,全面掌握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结合人民币的发行

就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人民币的流通速度与金融相

量作出相应的调整,保证社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为我国经

关因素具有紧密地联系。如果要加快流通速度,则必须重点关注

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快人民币的流通次数,促进社会总需求的提

3 社会需求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这二者之前联系比较密切,通过固定资

升,保证我国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4 借助固定资产投资促使社供需平衡

产投资,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上升,而且对社会总供给造成了一

在宏观金融管理中,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助于提升社

定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总供给增大,使得其与社会的总

会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金融行业的发展中存在的

需求之前逐渐朝着平衡的状态发展,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

不足进行完善,从而促进我国的供需维持平衡的状态,为经济的

[2]

展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必须对各
种影响因素全面、充分地考虑,为了保证投资的科学性,还需要
206

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4.1投资规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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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金融管理中,为了保证社会需求的健康提升,政府需

则资金的投入就大,因而对资金的需求量大,此时为了保证投资

要加强宏观调控,按照实际的发展情况对投资的规模进行控制,

的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就需要借助金融市场的帮助,开展资金募

企业在投资时也应该根据国家的相关要求保证投资的合理性,

[6]
集,为后续的投资提供依据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资金募集的

避免投资失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

过程中,需要全面、细致地调研,而且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对于

不利影响。据调查显示,自建国以来,在1970年、1985年等时间

所涉及的财务信息,应加强保密工作,同时还要加强监督,保证

段内,我国曾出现过投资规模过大的经验教训。而一旦投资规模

资金募集工作顺利完成。

超过可能承担的能力范围后,很可能导致对生产、市场、人们的

5 结语

生活都造成影响,出现大量资源浪费现象。为此,必须要按照国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与以往相比,已经变得较为成熟,金融市

务院最新出台的《控制投资规模规定》等文件来实施,确保投资

场也变得越来越规范,因而在其发展上也逐渐朝着开放性的方

规模和国家经济相适应,同时也是稳定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条件。

向发展,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稳

4.2现金流控制

健。在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时,企业也需要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

现金流控制是管理现金收入、支出的一门技术,可用于经营

保证投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确保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除此之外,

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中。现金对于社

国家应严格把控货币的发行量,保证货币的购买力不受影响,最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足够的现金流可以保证企业的投

终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发展。

资顺利进行。因为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中,应对当前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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