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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台高筑？以偏概全！

2016年初，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出现较快增长，直
接融资占比明显上升。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达到 6.59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多 1.93 万亿
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这个本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企稳趋势的信
贷数据，在唱空者口中却成了“危险信号”。他们认
为，中国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状况就像是2007—2008年
债台高筑的美国，中国3月份新增信贷数据应该被视
为一个警示。

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一季度信贷快速增长
的同时，结构亦出现积极变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有所增加，“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政策
意图得到较好的贯彻。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产能过剩
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0.2%，首次出现负增
长。其中，钢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7.5%，建材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10.3%，而涉及中西部地
区、保障性住房、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
款则增长较快。

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许多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其实基本
都是类似的，不是源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不了解，就
是出于自身私利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中国企业的负债确实较高，其中以房地产、钢
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较为严重。但如果以这部分
企业来概括整个中国经济，显然十分片面。因为我国
政府负债比重明显低于国际警戒线，居民层面债务率
更是远低于储蓄余额。此外，与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
相比，中国的负债大都用于投资而非消费，这些钱最
终会转化为资产，这是不容忽视的。”石良平说。

● 资本外流？罔顾事实！

债务之外，唱空者对于中国资本外流这一现象也“念
念不忘”。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资本外流现象的确存在，少
数资本外流也确实与投机性选择有关。但如果据此判断
中国经济丧失吸引力，有无视经济发展规律之嫌。

“如今，我们很多企业都赴海外收购资产或直接
投资，这不仅为国家政策所鼓励，而且也是符合经济
发展自身规律的必然现象。”石良平表示，随着中国
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各种要素也需要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因此不能将企业“走出去”谋发
展简单定义为资本逃离中国。

不过，相关学者也指出，如果短期内资本外流过
于严重，会对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的整体信心造成
不利影响。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伴生现象，资本外流
对经济的影响还需要结合总量和态势综合判断。

事实上，当前我国资金流出压力已经明显趋缓，
外汇储备保持充裕，人民币汇率也一直维持在合理区
间。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银
行代客结售汇逆差694亿美元，2月份逆差收窄至350
亿美元，3 月份逆差进一步减至 336 亿美元。同时，
境内外汇贷款余额由降转增，跨境贸易借贷余额降幅
大幅收窄，境内客户偿债节奏明显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发展规律和事实，恰恰被唱
空者视而不见。

● 将“硬着陆”？老调重弹！

对唱空者而言，无论其怎样“思考”与“分
析”，最终都离不开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即将“硬
着陆”。只不过，这种老调从未在海内外引起过什么

“共鸣”。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海纳·弗

拉斯贝克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丰富的人力和市
场优势，不仅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而且技术更新也走在
了世界前列。海纳·弗拉斯贝克说，对于一个愈加成熟
的经济体而言，增速逐渐放缓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
因此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持信心。

荷兰驻华大使馆公使杜安德表示，近期官方公布
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合理速度，由
此来看不存在太大问题。“与世界上其他面临经济增
速放缓难题的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
内部潜力。”他说。

“近年来，‘硬着陆’时常有人炒，可是‘硬着
陆’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经济体至少要有 GDP
增速大幅下滑、企业资金链断裂、失业率高涨等条件
在短时期内同时出现才能称之为‘硬着陆’。而中国
经济目前仍能维持在6.5%-7%之间的中高速增长，虽
然有所回落但整体态势是平缓的。”石良平说。

专家指出，西方构建了成熟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
式，让唱空者惯于用西方的评判体系来“对照”中
国，而忽视中国经济所处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这一思
维惯性不仅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经济脉搏，还可能误
导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作出错误决断。

4月22日，第34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省福
州市开幕。本次博览会吸引了13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展区
净面积达8.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家数创历史新高。图为展会
上展示的可穿戴智能运动装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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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鳄”不消停 “溃堤”之说无厘头

中国经济不是一“唱”就“空”的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如果初次见面，别人就说你身体不佳，你可能确实会担心自己的健康。但当你将各项指标
均合格的体检报告给对方看，对方依旧说你“大病将至”，那么显而易见，对方不是认识水平低
下，就是别有用心。日前，一些国际资本大鳄又不甘寂寞，再次抛出“唱空”论调，不仅指责中国
信贷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危险水平且资本流失严重，而且认为中国经济将会“溃堤”。专家
指出，短期阵痛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必要成本，而近期公布最新“体检报告”表明，中国经济企稳
向好态势明显，关键指标均有所好转，因此想借转型阵痛来“唱空”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

4 月 21 日，广西融水苗族自
治县妇联举办“产业到家 牵手
妈妈”巾帼脱贫行动培训班，通
过讲解理论知识和现场体验等形
式，开展了家庭种植、家庭教育
等内容培训。全县来自各行政村
的近 200 名苗族、瑶族、壮族、
侗族妇女主任参加了培训。

图为少数民族妇女正在了解
铁皮石斛种植情况。

廖子渊摄 （人民视觉）

国产工业机器人销量增7.8%
本报北京4月22日电（记者周小苑） 来自中

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一届五次成员大会上的消息：
2015 年国产工业机器人销量继续增长，全年累计
销售 22257台，按可比口径计算较上年增长 7.8%。
其中，多关节机器人销售加速，同比增长 71.7%，
占国产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27.4%。在宏观经济增
长总体趋缓的背景下，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仍
不失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亮点。

从应用行业看，国产工业机器人广泛地服务
于国民经济36个行业大类，87个行业中类，与上
年相比应用领域更为广阔。

今年一季度，我国民生指标表现
“抢眼”：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居民收
入增长平稳。22 日召开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2016 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
会再次为民生工作带来好消息：一季
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4%，就
业形势总体平稳。

【就业形势稳定】

一季度，就业的良好表现再次印
证了我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人社部新
闻发言人李忠指出，从具体数字来
看，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04%，同比和环比都下降 0.01 个百分
点。据人社部对10个省500个村就业监
测情况显示，1-3月这 500个村外出务
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了 2.9%；1-3 月，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6万人，困难人
员 38 万人实现了就业，这些数字都说
明1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取得目前稳定的就业成绩来之不
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主任褚福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以及经济调结构持续推进的
背景下，我们仍实现了 4.04%这一较低
的失业率水平，这充分说明我国在保

就业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卓有成效
的，特别是在推动再就业、职工安置
方面，我们的多项针对性举措为就业
稳定提供了充足保障。

褚福灵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就业，与此同
时，良好的就业形势也将为我国经济
发展、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稳定基
础，进一步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社保待遇提高】

就业水平稳定向好的同时，居民的
社保待遇也在不断提高。李忠指出，经
国务院批准，从2016年1月1日起，调整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5年退休
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6.5%左右；这
是我国连续第 12 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共将惠及1亿多退休人员。

褚福灵认为，养老金已连续多年
上调，一是因为养老金起点较低，二
是因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养
老金涨幅要高于物价涨幅，但也不宜
长期超过工资增幅，只要在两者之
间，都是合理的，目前我国养老金水
平的涨幅就处于合理区间。

此外，医疗保障水平也在持续改

善，异地就医结算这一难题正在得到有
效解决。李忠表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
提出三步走的思路：一是实行市级统
筹，这可以解决 60%以上异地就医的问
题，已经基本实现；二是解决省内异地
就医的问题，这能够再解决 30%的异地
就医问题，现在有27个省市能够实现省
内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三是
跨省异地就医的问题，到2017年能够基
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参保人员异地
就医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

而针对 5 月 1 日即将实施的调降
社保费率，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指出，
这次国家降低社保费率不会影响职工
的社保待遇，因为社保待遇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是要上升的，也
是国家承诺的保障水平；此外，企业因
降费增加了经营活动产生了现金流
量，职工也会受益。

【基金规模增长】

充足的社保基金为高质量社保待
遇提供了保障。根据人社部数据，1-3
月，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1.21万
亿元，同比增长14.7%；总支出为9677
亿元，同比增长12.8%。

据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介绍，截

至 2015 年 12 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累计投资收益额为 7133.34 亿元，年均
投资收益率为 8.82%，超过同期年均通
货膨胀率6.47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董克用表示，8.82%的投资收益率确实
不错，但对于全国社保基金这样一个
大的保障型基金来讲，我们还不能满
足于这一水平，应该进一步发挥好全
国社保基金投资理财这方面的作用，
真正让它更多地保值增值。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
刚表示，养老金应该充分纳入到政府
的宏观经济政策里面统筹来考虑，下
一步基本养老金投资运营之后，养老
金可以投资于国家的重大工程和重大
项目包括国企上市等，以便分享到国
家经济发展的红利。

“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对于提高社保
待遇水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安全
性，要充分考虑其风险承受能力。”褚
福灵认为，考虑到社保基金与地方的
紧密联系，在投资运营的过程中还要
以地方为主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进行操作，从而确保整体社保待遇的
稳定提高。

我国首季民生指标“抢眼”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广西办少数民族妇女脱贫培训班广西办少数民族妇女脱贫培训班广西办少数民族妇女脱贫培训班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展开幕

当地时间4月21日，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缓缓驶入法国
里昂韦尼雪货运站。这是武汉首次开行至法国的中欧班列，
也成为中国首个以法国为终点站的中欧班列，开启了武汉与
法国经贸往来的新阶段。据悉，这趟国际集装箱货运列车于4
月6日从武汉吴家山铁路中心站开出，载有机械产品、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及服装等。 新华社记者 郑 斌摄

欧洲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 4月 21日电 （记者沈忠

浩、饶博） 欧洲央行 21 日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
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继续实
施宽松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3月份欧洲央行推出一揽子宽松刺激措施以来，
欧元区融资条件得到改善，主要通过银行系统刺激
企业和家庭借贷得到加强。但是，全球经济和地缘
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3 月 10 日，欧洲央行推出新一轮宽松刺激措
施，包括调降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扩大资产购
买计划规模至每月800亿欧元，将非银行企业在欧
元区发行的投资级欧元债券纳入购债范围；启动

“第二代”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2日电 （记者安蓓、赵
超）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保监会、清华大学共同
发起成立的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研究中心22日正式揭牌成立。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兼投资司司长许昆
林说，下一步要充分发挥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
作用，加强 PPP 重大理论研究、破解 PPP 实践难
题和瓶颈，推动全面理解 PPP 概念；充分发挥多
年以来的投资管理和推广 PPP 模式经验，进一步
推动我国 PPP 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价格
机制在 PPP 项目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合理确定价
格和收费标准、运营年限等，保障社会投资者合
理收益。此外，还要加快 PPP 立法进程，为保障
各方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鼓励民间投资提供
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打消社会资本顾虑。

发起成立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是国家发
展改革委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签署 PPP 合作
谅解备忘录后，推动 PPP 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标志着我国 PPP 理论与实践研究、专业人才培养
进入新的阶段。

中欧班列首抵法国里昂中欧班列首抵法国里昂

发改委、保监会等发起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