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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令人心存感激”

“中国以往作为废塑料接收国令人心
存感激。”德国 《南德意志报》 做出了这
样的点评。事实的确如此。

目前，全球的废弃物出口高度依赖中
国。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
据，2015 年全世界超过 70%的废塑料和
37%的废纸都出口到中国。欧洲国家和美
国是这些废品的主要来源地。

据西班牙 《国家报》 报道，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包括废弃塑料、纸
类和纺织品等在内的废料的最大进口国。
这些进口垃圾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2015
年中国总共进口了4600万吨废料。2016年
全世界56%的废料的最终目的地都是中国。

《巴黎竞赛画报》 比利时网站报道
称，过去，欧洲对 2/3 分拣后的垃圾进行
了当场回收，剩下的 1/3 则被运去了中
国。中国每年固体废弃物的进口量达到
5000 万吨，其中仅塑料垃圾就有 900 万
吨，且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

德国 《南德意志报》 报道称，2016
年，仅德国就有 150 万吨废塑料被运往中
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占德国废塑料总量的
一半。英国去年向中国运送了将近80万吨
塑料垃圾，约占英国废塑料总量的65%。

英国《卫报》指出，从2012年起，英
国向中国出口了 270 万吨的废塑料，占英

国总塑料出口的2/3。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美国约有

2/3的废品在其境内处理，剩下的1/3则出
口到全球 150 个国家，其中中国是美国最
大的废品出口地，占了大约 40%的份额。
还有媒体指出，在2017年美国出口的3700
万吨垃圾当中，有1/3都被运往了中国。

倒逼西方环保改革

中国拒收“洋垃圾”迫使西方开始迅
速采取措施应对。《巴黎竞赛画报》 报道
称，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将为再循环行业带
来新气象，未来的垃圾分类也将比过去更
为仔细。

部分国际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开始增
加垃圾分类分拣设施，以满足中国对于固
体废弃物进口日益严格的标准。美国环境
政策专家弗兰克称，为达到中国的新标
准，美国目前正在启用人工智能，对垃圾
进行分拣。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艾瑞克·索尔
海姆表示，中国打击“洋垃圾”的进口，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应该是一个信号，要加
强回收。事实上，不少国家已经开始采取
行动了。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报道称，禁令
对废品出口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欧盟很快
做出反应，决定对塑料袋征税。

英国国会众议院环境监察委员会在一

份报告中提出，应该动用税收政策来改善
英国的垃圾回收和再处理行业。据 《纽约
时报》 报道，作为对此的回应，从今年 2 月
起，星巴克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20到 25家店
面开始调价，一杯多卖 5 便士，如果消费者
自带杯子的话，买咖啡可以优惠25便士。

1 月 23 日，欧盟宣布首个处理塑料垃
圾的计划，将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目标
是到2030年，欧盟地区使用的所有塑料包
装必须能够回收利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在 1 月表示，英
国将在 25 年内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
圾。

德国 《南德意志报》 报道称，作为垃
圾收集与分类大国的德国明显受到中国禁
令冲击。德国未来几年要逐步增加塑料回
收。目前 36%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到
2022 年，这一比例应上升到 63%。同时欧
盟也在起草新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并
将增加垃圾回收利用作为目标。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

“虽然垃圾处理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解决的，但是中国毕竟迈出了宝贵的
第一步。”有媒体这样说。

西班牙 《国家报》 报道指出，大量废
料的回收处理工作给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报道描述了广东贵屿的情况：当地的河水
都呈现漆黑的颜色，当地人的健康也出现

了问题，癌症发病率连年攀升。
事实上，从重工业、原材料处理到纺

织业，富国将污染工业转移到穷国。这种
情况不只发生在中国，孟加拉国一些纺织
厂流出的废水也严重污染了河流。

中国针对“洋垃圾”的禁令为改变这
一切开了个好头。西班牙 《国家报》 认
为，中国针对“洋垃圾”的禁令将有助于
降低“洋垃圾”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同时
还将增强中国回收行业处理国内不断增加
的垃圾废料的能力。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引用专家的观
点说，将“洋垃圾”的口封死之后，回收
处置行业只能回过头来想怎么在中国国内
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回收体系；而优质的处
置能力火力全开处置国内资源，必然会显
著减少进入小作坊的垃圾比例和数量。长
期来看，禁令最终的目标无疑是提高国内
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甚至倒逼出前端
垃圾分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也认为，停止进口
“洋垃圾”将拉动国内固体废物加工利用
产业发展和垃圾分类回收。以废塑料行业
为例，中国废塑料年进口量从1992年的30
万吨飙升至 2016年的 734万吨，停止进口
后，中国废塑料企业将面临每年数百万吨
的原材料缺口，需要通过国内的垃圾分类
和固体废物回收体系填补。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
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中国已经作出了榜
样。

原油期货3月26日正式在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
易。外国投资者将首次有机会
购买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原油
期货实现以人民币进行计价，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就推出过原油期货合约，但几
经波折，最终被迫关闭。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彼时我国
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原油需求量有限、经济发展水平和
市场开放程度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体系不够健全，
原油期货市场出现了盲目发展势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这之后，我们对整个国际
市场做了充分的研究，积累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立足
当下，着手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规则和市场框架。

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 6.1 亿吨，
进口量 4.2 亿吨，对外依存度近 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在政策、流通和
硬件方面的条件都渐趋成熟的背景下，原油期货此时上线
更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它为原油贸易提供了规避风险的工具。亚太地

区的原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大，但在该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
成熟的期货市场。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对进口原
油依赖度持续上升，推动石油的人民币结算、计价、交
易，对石油出口国来讲，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

其二，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定价机制并起到一定主导作
用。尽可能摆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标准合约的价格控制，
让价格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炼油厂加工的原油。

其三，这项举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和
渠道。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在采用人民币计
价和结算的同时，外币还可以作为保证金使用，这将会进
一步扩大上海原油期货的影响，进而推动本国原油期货市
场更加开放、完善，人民币的开放度也就越来越高。

千呼万唤始出来，原油期货可以说是我国金融市场改
革和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不过短时间内，我们不能太高估
计它能带来的收益和效果。

世界原油期货市场经过近 40 年
的发展，交易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已成为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来看，要想撬动世

界现有主流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如纽约商业交易所、伦敦
国际石油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的地位，仍需时间和努
力。

现如今，美国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油消费国，以美
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多年，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美元
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功能还为时过早。

虽然在筹划过程中借鉴和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我国
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未知的问
题，以及如何化解这些问题，都将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我们不要太过心急，现阶段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一点点把配套设施完善、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开
放程度提高，等这些都发展起来以后，人民币对石油期货
的计价比自然会逐渐增加，到那时候中国的石油国际话语
权也就会越来越大。

（王 希采访整理）

新研究表明，尽管保护主义增加，未来十年
中国境外投资总额仍将高达 2.5 万亿美元。北京在
2016年之后对“非理性”并购交易进行了广泛打击。

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援引彭博新闻社的数据
称，去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 1720 亿美元，
低于2016年2270亿美元的纪录，但仍是有史以来
第二高。

中国国务院于去年年底公布了明确的指南，
列出了鼓励及不鼓励的海外并购交易类型。指南
欢迎满足中国行业政策目标的并购，例如收购先
进技术和消费者品牌，而高端房地产、娱乐和体
育产业并购则不鼓励。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报道

“洋垃圾”禁令掀起全球环保热
本报记者 张 红

2017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

害大、群众反应强烈的固体废物；2019年

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

的固体废物……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在

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堆积如山的垃圾令

许多国家直呼“吃不消”，甚至招致某些国

家的无理指责。然而，人间自有公道在。

有理性的声音指出，世界应该对中国“心

存感激”。

国 际 论 道

2017年7月18日，中国环保部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文件，要求紧急调整进口固体废物清
单，拟于2017年底前，禁止进口4类24种固体废物，包括生活来源废塑料、钒渣、未经分拣的废纸
和废纺织原料等高污染固体废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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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再推人民币国际化原油期货再推人民币国际化
英国《金融时报》3月

25日报道，中国于 26 日
启动期待已久的以人民币
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这
个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寻求扩大对销往亚洲的桶
装油定价的影响力。在确
立实际原油主要买家的地
位后，中国当前的雄心是
要在原油期货市场发挥同
样重要的影响力。

新加坡 《联合早报》
3月26日报道，中国推出
其有史以来的首个原油期

货合约，这个全球最大的
原油进口国寻求更大的定
价权，并挑战美国和欧洲
的原油价格基准。

法新社 3 月 26 日报
道，期货合约可让投资者
对冲实际油价的影响，人
民币计价期货合约或许
可让中国对本国主要消
费的原油品种的价格行
使 更 大 的 控 制 权 。 此
外，这也是中国为提升
人民币国际形象所采取
的最新举措。

受访专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易宪容

专 家 解 读

海 外 声 音海 外 声 音

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五大行业拉动下，
今年前两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加快，而
杠杆率进一步下降，总体看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积
极变化，企业效益开局向好。

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2018年1-2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89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6.1%，增幅较去年12月提高5.3个百分点。

国际统计局工业司何平指出，工业企业利润
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运行质量继续提高。此
外，杠杆率继续下降。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负债率为56.3%，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

何平表示：“总体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工业收
入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企业效益开局向好。”

——据路透社3月27日报道
图为海上油田。 （来源：中国图库）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加速增长

中国已成为初创公司、创业加速器和企业孵
化器的中心。中国有约 7500个企业孵化器已“生
产”约 22 万家中小企业。目前全球 232 家大型独
角兽公司中，有62家来自中国，而德国只有4家。

创业公司在中国拥有巨大优势：首先，对中
国人来说，数字需求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政府越来越看重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形
象。像杭州等城市，都有具体的资助创业梦想的
项目，为创业者提供场地、资金和咨询服务。

——据德国《创新工场》杂志3月27日报道
图为中关村e世界。 （资料图片）

中国已成创业加速器

汤森路透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整理
的数据显示，在 2017 年提交的 406 项与区块链有
关的专利申请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

2017年中国申请225项区块链项专利，是区块
链专利申请方面最活跃的国家，中国科技和金融
服务集团竞相申请这种“交互分布式账本”技术
的排他性权利。这种技术可能给金融和其他供应
链带来革命性变化。

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申请区块链专利最多
的9家机构中，有6家是中国的机构，其中为首的
是北京瑞卓喜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
国的支付巨头万事达是同期最活跃的公司，提交
了25项申请。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26日报道

中国区块链专利全球最多

中国境外投资将更趋理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