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民营企业发展是今年各项政策的着力点

之一，其中加强对民企的金融服务又是重中之

重。

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 5 月以来，中央和地

方层面的多个政策持续落地。金融监管部门旨

在建立政策框架、创新政策工具，如央行宣布

针对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继续推

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而云南、江

西和山东等地出台的各类地方版政策则旨在

发挥地方政府的资源引导作用，因地制宜，为

民企融资创造更适宜的环境，如建立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以及搭建融资服务信息平台等。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支持民企的核心在

于，给民营经济一个“竞争中性”环境，消除对

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融资壁垒，切实缓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未来，按照中央的部署，

还将有更多的相关政策持续落地。

央行 6 日宣布，从 2019 年 5 月 15 日开始，

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

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此次是将服务县域的农

商行存款准备金率与农村信用社并档，大约有

1000 家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受益，释放长

期流动性约 2800 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

小微企业贷款。

与此同时，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在

10 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自央行创设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支持工具以来，共创设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87 支，支持 56

家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398.6 亿元，带动了整个民营企

业债券融资的逐步企稳和恢复。据他透露，今年前 4 个月民营

企业发行债券 2053 亿元，与 2017 年和 2018 年同期相比处在

比较好的水平。4 月民企债券发行 661 亿元，环比增长 10%，净

融资达 159 亿元，实现了 2019 年以来的首次转正。

邹澜还表示，下一步，央行将继续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投

放机制，继续发挥债券市场的支持作用，不断疏通政策传导

机制，持续优化融资环境，进一步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除了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加码政策，多个地方政府也在最

近出台了金融支持民企的具体举措。其中，加大地方财政持

续投入力度，以完善融资担保机制以及搭建地方层面的融资

服务信息平台，成为多个地方的政策着力点。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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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5 月 13 日晚间，中国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

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的

公告》，针对美国海关与边境管理局

(CBP)5 月 10 日宣布对中国 2000 多亿

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行为，正式提

出反制措施。业内人士表示，美国第三

轮关税调整将打击比前两轮更广泛的

化学品和塑料制品，放大对美国、中国

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 5 月 10 日公布的价值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清单，正是

美国贸易办公室在去年 7 月 10 日公

布的 2000 亿美元拟加征关税清单。其

中涉及中国出口美国的多种化工产

品，再加上去年就已经公布并实施的

加税清单，美国对华加征 25%关税的

商品已经覆盖了化工上下游全产业链

产品。

对照美国海关的税则编号，这份

美国贸易办公室公开的清单，囊括了

矿产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

品以及塑料、橡胶及其制品 3 个大类

16 章商品中的几乎所有涉化产品。

在矿产品大类中的“盐;硫黄;泥土

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一章和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

青物质;矿物蜡”一章内的商品几乎全

部进入名单。前一章商品包括盐、硫黄

等矿物原料，后一章商品更是包括了

煤、石油、天然气以及成品油、石脑油

等重要炼化产物。

在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大类的 11 章商品中，只有“药品”

和“炸药;烟火制品;火柴;引火合金;易

燃材料制品”两章内的商品出现较

少，其余商品几乎没有遗漏。在“无

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

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机及无机化合

物”一章中，几乎所有金属、无机化

合物以及气体都在列。在“有机化学

品”一章中，从乙烯、丙烯、苯、甲

苯、乙二醇等重要化工原料到专业化

学品等复杂化合物，加税清单都没有

落下。在“肥料”以及“鞣料浸膏及

染料浸膏;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颜

料及其他着色料;油漆及清漆;油灰及

其他类似胶黏剂;墨水、油墨”两章

中，包括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各种

染料和油墨在内的产品，都已经进入

了加税清单。

此外，结合之前的加税清单，目前

美国已对我国所有品种的塑料、橡胶

及其制品加征 25%的关税，新名单包

括塑料家具、家装材料、塑料带，以及

天然胶乳、合成橡胶原料等产品。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中国而

言，从 2018 年贸易数量来看，大宗化

学品受影响最大的将是烧碱、二氧化

钛、丙烯酸、丁苯橡胶和乙酸。对美国

而言，大宗化学品和聚合物受影响最

大的将是二氯乙烷、聚丙烯、二氧化

钛、正丁醇、丁二烯和丙二醇。

另外，执行 25%的关税，必将改变

全球化工贸易流和市场。以美国高密

度聚乙烯(HDPE)和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LLDPE)为例，第二轮美中贸易摩擦中

被加征 25%的关税。据安迅思供求数

据库显示，从 2018 年 10 月到 2019 年

2 月 , 美国月均出口至中国市场的

HDPE 和 LLDPE 数量分别同比下挫

58%和 62%。相反，美国正加大对东南

亚和拉美的 PE 出口，压低了当地市场

的价格。

梳理我国从美国进口占比相对较

大的化工品名单，涉及的产品包括乙

醇、异丁醇、环氧氯丙烷、苯酚、正丁醇

及环氧丙烷等。中国实施反制后，对乙

醇影响较大。

（信息来源：中国化工报）

为切实加强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近日，省安委会下发通知，从即日起到 7 月 10

日，在全省化工园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

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确保全省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此次检查范围为全省 33 家化工园区及园区

内的化工企业。园区重点检查安全防护距离和风

险评估管控情况，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情况，园区

项目情况，园区公共安全设施及“一体化”建设情

况；企业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是否健全落实等 15 个方面。

通知要求，各地区要制定工作方案，强化责

任落实，切实做到检查一家企业、警示一类企业、

提升一批企业。对排查整治工作不及时、不到位

的企业，采取警示、约谈和通报等措施；对存在安

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该停产的坚决停

产、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淘汰的坚决淘汰。

（信息来源：辽宁日报）

美中贸易摩擦升级涉多类化工品

辽宁省对 33 个化工园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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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全国油气和主要化学品生产持续加

快，市场企稳向好;对外贸易保持增长;投资回

升加速，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但行业经济运行

下行压力依然很大;成本高位运行，效益降幅

较大。

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看，据统计，1～

3 月，石油和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营业收入 2.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利润总

额 1590.5 亿元，同比下降 21.9%;进出口总额

174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全国油气总产

量 8692.9 万吨(油当量)，同比增长 4.4%;主要

化学品总产量同比增长约 4.1%。

化工行业投资增长加快成为亮点之一。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3 月，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3%，比 1～2 月加快 3.2 个百分点，增速继

续加快，好于同期全国工业投资增长。

亮点之二是对外贸易保持增长。一季度，

石油和化工行业进出口贸易保持增长势头，其

中出口增长稳中加快。海关数据显示，1～3

月，全行业进出口总额 1740.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3%，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6.9%。其

中，出口总额 542.3 亿美元，增长 5.7%，较前 2

月加快 3 个百分点; 进口总额 1197.9 亿美元，

增长 2.3%。1～3 月贸易逆差同比缩小 0.3%。

从行业效益情况看，数据显示，一季度

行业效益下滑放缓，利润降幅收窄。1～3

月，石油和化工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1590.5

亿元，同比下降 21.9%，降幅较 1～2 月收

窄 15.5 个百分点。每 100 元营业收入成本

82.68 元，同比上升 1.33 元;行业亏损面为

25.5%，同比扩大 3.2 个百分点。1～3 月，

全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1%，同比下

降 1.83 点。 （信息来源：中国氯碱网）

一季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生产加快市场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