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重点突破

以行政审批为主的政府职能路线转变

反弹
回眸改革助推下半年经济

中国经济行至年中，经济走势发

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国家统计

局最近对将近 25万家规模以上的大
中型企业，包括工业企业、房地产企

业和零售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2/3左右的企业对后期走势、对
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面表示乐观。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上半年中国

经济依然延续自去年以来的低速运

行格局。目前宏观经济低速运行，各

项数据指标表现基本平稳，但实体

经济的结构性压力却在增大。“中国

经济下半年会有一定反弹，预测能

保持 7.8%的增长速度”。作为 GDP
主要组成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其

新开工项目的比重正出现 V 型反
弹。李稻葵判断，而反弹的主要根据

是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出台。政府

也可以采用推出一些新建项目，尤

其是城市地下管网升级、环境保护

等目前存在需求的公共消费建设项

目来拉动经济增长。

下半年，将大力推动节能环保产

业与信息消费。7月 3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加大对棚户区改造、节能

环保、公共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和

促进消费等方面的投入 , 7月 5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金融支持经济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第五条

着重强调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

消费升级, 7月 12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据测算，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
场规模已达到 1.7万亿元，较 2011年
增长 29%，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
9300亿元。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平台的消费迅速增长，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高达 8万亿元，其中网
络零售额达到 1.3 万亿元，拉动新增
消费 5070亿元。据此次国务院常务
会议的政策部署，要努力实现“十二

五”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

20%以上的目标。由此预计，到 2015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 3.2万
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

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
信息消费规模将达到 2.4 万亿元，年
均增长 30%以上。基于电子商务、云
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快速增长，网

络零售有望带动新增消费 1.2 万亿
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 18万亿
元，网络零售交易额将突破 3 万亿
元。

推动重点行业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快增

（下转第八版）

2013年已过半，“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速放缓”等成为
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7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
行数据。

看增速：增长放缓，同比增长 7.6%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7.6%。其中，一季度增长 7.7%，二季度增长 7.5%。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18131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0.1%（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20.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回落 0.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 CPI同比上涨 2.4%，低于政府全年
3.5%的物价控制目标。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2.4%；6
月份同比下降 2.6%，环比下降 0.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经

济增速从高位平稳回落，既是国内主动调控的结果，也受到了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

看整体形势：差于预期，消费出口动力不足

“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形势是经济增速、出口等多
项经济指标比预期的要差一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李佐军还向记者分析了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几个特

点，“第一，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呈下行态势，一季度比去年四

季度差，二季度又比一季度差。第二，三驾马车中，除投资和去

年差不多外，另外两驾马车动力不足：出口方面 5、6月份下降
幅度大，这一点超出预期;消费方面，同比增长速度较去年明显
下降。第三，物价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比原来预期的小。第

四，产业发展方面，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前 5个月工业增加
值增长皆低于去年的 10%。PMI下一步可能跌破 50%的荣枯
线。第五，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下降，尤其是政府财政收

入，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逾 1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8%，上
半年只增长 7.29%。第六，金融方面，尽管信贷和货币投入不
少，但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增长效果。”李佐军说。

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重点

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城镇化被确定为中国推动经济发

展的重点。

对于城镇化，李佐军认为，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城镇

化目前仍处于加速阶段，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城镇化对于扩大

内需、带动消费、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促进农业

现代化以及促进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但李佐军认为，国家不能以过去的模式推动城镇化，“以

政府大拆大建为主的造城运动，若干年后会出现更大的泡沫

和危险。”

李佐军建议，应该推进新型城镇化，即具有“人本、市场、

城乡统筹、协调、集群、绿色低碳、智慧、特色品牌、品质等特色

的城镇化”，通过人本城镇化，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

看“营改增”：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4月 10日，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据测算，全部试点地区 2013年企业将
减轻负担约 1200亿元。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在试点过渡期内，涉及企业税负

增加等问题，营改增属于权宜之计，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从 6月中旬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前后派出 8队人马到全
国各地集中开展调研，在本轮调研过程中，国家税务总局多次

表态营改增试点中，要预防在先，严防虚开和空转。

看新增贷款：贷款增速快，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 远月份银行贷款下降到了 8605亿
元，同比少增 593亿元。这与以往新增贷款在季末，特别是上
半年末大幅上升形成反差。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5.08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17亿元。而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首超 10
万亿元，达到 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38万亿元。

业内人士评价，今年上半年的贷款增速超出想象，增速非

常好。但实际上，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仍然不足，从贷款投向

来看，个人贷款增速超过对公贷款增速。

看外贸：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

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 199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4.9个百分点；出口 10528亿美元，增
长 10.4%，回落 8.0个百分点；进口 9449亿美元，增长 6.7%，回
落 1.9个百分点。6月出口同比降 3.1%，创 44个月新低。

对于出口回落，李佐军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

际需求不是太理想，虽然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欧洲、日本经济

复苏慢。此外，还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民币升值，对出

口都有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监管层整治虚假贸易，虚假贸易

受到遏制，贸易高增长泡沫五月份破灭。” （下转第七版）

增速放缓，痛并希望着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经济半年报发布

政府从 7月上旬开始的一系列内部
政策研讨会正做出一轮政策调整，9 月

份、10月份将召开相关改革会议，出台一

批改革政策。随着下半年十八届三中全
会的召开，一系列改革举措会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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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本报记者 蒋皓

2013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
关键突破的标志性一年。当前转变

政府职能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

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转变政

府职能的突破口。自新一届政府成

立以来已三次削减行政审批，共取

消和下放了 165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按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

后的记者会上作出的承诺———“现

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

1700 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

减 1/3 以上”，削减行
政审批的目标已经完成

1/3左右。
“审批背后往往隐藏着部门的

利益，所以一些真正要害的审批事

项，想让部门放弃掉不容易。”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 7 月 14
日如此感慨。“要把已经看准、具备条

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项目抓紧

推出，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增

强发展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表态。

各项改革也正

在同步推进。 远 月 员缘 日
起，全国铁路货运从计划全面

走向市场；远 月 圆愿 日，国家调整非居
民用天然气价格，按市场化取向逐

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从 愿
月 员 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推

开；国家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比例，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未来改革要向土地、财税、金

融、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户籍制度

等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消除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李克强总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

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有效

地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更显著地增

强市场活力；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针

对性和预见性，做到稳中有为；必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持市场化改革

取向，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

据 7月 15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
布的数据，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68.08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 100.91
万亿元。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5.08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17亿元；新增人
民币存款 9.09万亿元，多增 1.71 万
亿元。

展望下半年信贷形势，“用好增

量，盘活存量”的表述表明政府对经

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提升了。调降今

年全年新增贷款预期到 怨 万亿元以
内，“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将维持稳健，

但略有宽松，降息降准的可能性都不

大，不过货币市场利率将从高位有所

回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

委指出，财政政策要压缩不必要的财

政支出而将这些资金投在棚户区改

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上面，避免

“空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张承惠表示，“钱荒”事情发生的概率

在降低，经过此次风险考验之后，再次

发生“钱荒”的可能性在未来一年内不

一定会有。尽管中国不会在近几年内

突然爆发金融危机，但金融体系的平

衡是相对比较脆弱的，需要通过加快

改革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韧性，

也就是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财税金融改革

全年新增贷款预期 9万亿，流动性呈现紧平衡

王利博制图

国务院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确定为 2013 年的九大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之一。新一届政府倾向于用

制度改革来实现稳增长 , 毫无疑问 ,
铁路是很好的“改革试金石”,通过合
理的制度设计搭建民众、政府、企

业、上下游等多方共赢的平台。

3 月份成立的铁路总公司，宣布
于 6 月 15 日在全路实施货运组织
改革，推动铁路货运全面走向市场。

数据表明：今年 1—6 月份，铁路完
成货运发送量同比下降 3.56%，而一
季度，全社会货物总发送量同比增

长 9豫，其中，公路、水运、民航分别
增长 10.5豫、9.3豫和 4.8豫。尤其是全
社会快递业务发展迅猛，1—4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同比增长高达 64.3豫。
货运改革满月，北京铁路局货

运量显著增加。数据显示：北京铁路

局日均装车量 11887 车，发送量 76.7
万吨，收入 6454.5 万元，较今年改革
前“白货”（注：相对于煤、石油的货

物） 日均增加装车 135
车，增加发送量 7628

吨，实现了铁路与社会物流的双赢。

大量高铁项目上马，原铁道部

已经巨债缠身。截至 2012 年三季
度，原铁道部负债 26607 亿元，资产
负债率达 61.81%。而同一时期原铁
道部税后亏损 85.41亿元。这是未来
铁路改革推进面临的棘手难题。

一边是铁路项目因缺钱而大规

模停工的消息，另一边则是挡在铁

路工程大门外无法“挤”进来的大笔

民间资本，随着《铁道部关于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

见》的出台，这一矛盾僵局终被打

破。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铁路改

革不断推进的同时，民间物流发展

迅速。不久前，卸任阿里集团 CEO 的
马云成立了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计划用 3000 亿元来放飞一只
“菜鸟”，欲打造一个遍布全国的开

放式、社会化物流基础设施，建立一

张能支撑日均 300 亿元网络零售额
的智能骨干网络（CSN），从而能实现
全国任何两个城市之间购物 24 小
时必达的目标。

物流体制改革

铁路货运改革深化，民间物流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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