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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在 8 月 2 日于大庆举办的 2018 全国石油和化

工行业经济形势分析会暨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论

坛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指

出，下半年，全行业要高度重视中美贸易摩擦、环保

风暴等焦点问题。这关系着行业今年目标能否实

现、能否持续健康发展。

李寿生表示，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

石油和化工行业影响不大。但长期看，中美贸易摩

擦升级必然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行业下游产业如

轻工、纺织服装、机电、机械等，下游需求放缓或下

降必然会影响石化原材料需求，对此全行业要充分

认识，不能盲目乐观。

李寿生强调，要高度重视环保风暴对行业经济

运行的新影响。首先，充分认识行业存在的资源能

源和环境问题。一方面行业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巨

大，资源利用率依然较低，原油、天然气、天然橡胶、

硫黄、钾肥等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行业

“三废”排放量居高难下，危废处置难度大、成本高，

环境违法案件频发，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其次，正确认识环保与效益关系。违法排污企

业大幅压缩环保成本，劣币驱逐良币，严重破坏市

场竞争秩序，而环保风暴带来了正向激励，那些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环保为先的企业开始收获

“绿色红利”。

再次，抓住做大做强环保产业的机遇。石化产

业诸多产品、技术及装备与环保产业发展密切相

关，是向社会提供“三废”治理、土壤修复等污染问

题解决方案的主要贡献者，尤其在膜材料、高性能

防渗材料、高端纤维滤料、离子交换树脂、生物滤料

及填料、高效活性炭、有机合成高分子絮凝剂、微生

物絮凝剂、脱硝催化剂、高性能脱硫剂、循环冷却水处理药剂、杀

菌灭藻剂、水处理消毒剂、固废处理固化剂和稳定剂等环境治理

产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信息来源：中国化工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8 日称，

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

控制，今年将围绕 27 项工作

要点推进降低企业杠杆率工

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人

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

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

《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

要点》，将建立健全企业债务

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发挥国有

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

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

约束，完善国有企业资本管理

机制，健全企业债务风险监测

预警机制，完善大型企业债务

风险联合处置机制。

工作要点明确，将深入推

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壮大

实施机构队伍、增强业务能

力，拓宽实施机构融资渠道，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降杠杆领

域，完善转股资产交易机制，

开展债转优先股试点，推动市

场化债转股与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有机结合，加强转股股东

权益保障。

根据工作要点，将加快推

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完善

“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

系，破除依法破产实施障碍，

完善依法破产体制机制。

工作要点指出，要协调推动兼并重组

等其他降杠杆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

组，多措并举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有序开展

资产证券化，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积

极发展股权融资。

根据工作要点，要完善降杠杆配套政

策。稳妥给予资本市场监管支持，提高国有

资产处置效率，加强会计审计业务指导。做

好降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指

导重点行业和地区开展降杠杆工作，发挥

典型案例的示范带动作用，强化监督约束

确保有序开展，继续做好宣传与舆论引导

工作。 （信息来源：新华网）

树欲静而风不止。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种议论故弄玄

虚，甚至危言耸听，比如“去杠杆之殇，反思政策之得失”

就搅动了舆论“春水”，引发多方热议。其中，所谓的“我

们现在看到去杠杆和严监管的组合，正在把市场经济推

向一个不利的方向”，“所以迄今为止，局部信用塌方和严

监管我认为已经蔓延为局部的流动性危机”……，放在当

前的时代背景中，这番“危言”显然不着边际，混淆视听。

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请看事实。不久前，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上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态势。主要宏观调控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经济

结构持续优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生态

环境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应该

说，这正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基本盘。有了这一

根据，我们有理由充满自信，对下半年乃至更长远未来

抱有更大希望。而离开了这个基本判断去指指点点，说

三道四，显然是违背事实，有失偏颇的。

具体到去杠杆工作，数据显示，2017 年杠杆率增幅比

2012—2016 年杠杆率年均增幅低 10.9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

度杠杆率增幅比去年同期收窄 1.1 个百分点。去杠杆初见

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而且，在总杠杆率得到有效控

制的同时，杠杆结构也呈现优化态势：企业部门杠杆率下

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回落；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速

率边际放缓，债务安全性可控；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回落。

说到下半年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擘画得非

常清楚，比如提出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再比如，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

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每一条都

接地气，每一条也都富有人气。坚决贯彻，毫不打折，我

们有足够理由畅想未来。

经济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一帆风顺，出现一些

波折，产生一些曲线，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横加非议。

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定程度上说，经历风雨才能

见彩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的，“我们呛过水，遇到

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诚如

斯言，如果一看到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便惊慌失措，

六神无主，就吓趴下了，未免幼稚。如果面临环境复杂的

时刻，就出来发表一些对当下不利，甚至曲解历史的言

辞，就很可憎了，有“装外宾”之嫌。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有困难不可

怕，有问题也不足惧，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一路闯过

来，也一路挺过来，就在于我们不因包袱重而等待，不

因困难多而不作为，不因有风险而躲避，也不因有阵痛

而不前。如今，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更有信心攻坚

克难，有能力爬坡过坎。

每逢大事有静气。古人说得好，“凡遇事须安祥和缓

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

了？故从容安祥，为处事第一法。”一遇事就惊慌，或者

说就制造惊慌，这不可取。

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这是我们每个人的

责任。接下来怎么办？中央已经定好了，这就是：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统

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扎实细致工作。

何事惊慌？何必惊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信息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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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 16.7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 8.6%。

具体来看，出口 8.89 万亿元，增长 5%；进

口 7.83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1.06 万

亿元，收窄 30.6%。

7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6 万亿元，增长

12.5%。其中，出口 1.39 万亿元，增长 6%；进口

1.21 万亿元，增长 20.9%；贸易顺差 1769.6 亿

元，收窄 42.6%。

一般贸易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前 7 个

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9.85 万亿元，增长

12.7%，占我外贸总值的 58.9%，比去年同期

提升 2.1 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4.44 万亿元，增长 1.5%，占 26.5%，下滑 1.9

个百分点。

此外，对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

场进出口均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增速高于整体。

前 7 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 2.29 万亿元，

增长 5.2%，占我外贸总值的 13.7%。其中，我对

美国出口 1.66 万亿元，增长 5.6%；自美国进口

6250.1 亿元，增长 4.3%；对美贸易顺差 1.04 万

亿元，扩大 6.4%。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

出口 4.57 万亿元，增长 11.3%，高出全国整体

增速 2.7 个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 27.3%，比

重提升 0.7 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前 7 个

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6.55 万亿元，增长 11.4%，

占我外贸总值的 39.2%，比去年同期提升 1 个

百分点。 （信息来源：中化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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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