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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5.1%，有点“意外”。 按照交
通银行此前的预计，这一数字应为 3%。

从 2011 年起，海外订单下滑 50%，到现在逐步恢复元
气， 东莞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企业负责人杨经理正在感
受着并不强烈的复苏迹象。“与 2011 年比，现在出口量仍然
要低 15%到 20%，但是已经在回升了。”杨经理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鹄飞表示， 在海外主
要经济体消费、 生产经营活动趋于季节性回暖的拉动下，7
月中国出口增速开始低位企稳。目前看来，前期政策打压虚
假贸易导致的出口超调效应开始淡化， 中国对外贸易增速
回归正常。

联讯证券的分析报告指出， 预计今年后期进出口增速
总体完成企稳，明年一季度出口存在复苏可能。

境外经济企稳 境内政策发力

陈鹄飞表示， 近期海外主要经济体生产经营景气指数
明显好转表明，外部有效需求正开始趋于季节性回暖恢复。
从反映经济景气状况的 PMI 领先指标看， 其中 7 月美国
ISM 制造业综合 PMI 大幅跃升至 55.4，创下 2011 年 6 月以
来的近两年新高；7 月摩根大通全球综合 PMI 也进一步上
升至 54.1，创下 2012 年 4 月以来的近一年半来的新高。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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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 工业企业不景气、进
出口低迷，经济增速继一季度下降到
7.7%，二季度继续下滑至 7.5%，预计三
季度还将继续走低。 虽然计算机通信
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快速发
展，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效益连续增
长， 但部分传统工业利润的下滑，却
拉低了工业整体增速。

前几年受益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刺
激政策，传统工业企业曾风光无限，实
现了超高速发展。 但这种竭泽而渔式
的投资刺激政策毕竟透支了未来经济
的发展后劲， 使得能源环境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 经济学上的投资报酬递
减规律和现实情况已经表明， 凯恩斯
主义这种短期救市的方式后患无穷。

投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褪去后，

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企
业的景气度。 尽管中央提出要坚持底
线思维，但再出台投资刺激政策和货
币信贷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已非常小。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确定了基调，依然
是把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化
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点。 提出要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
务力度，进一步清费减负，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 同时还要求加快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信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
和新能源产业， 推动新兴服务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发展。

对于长期依赖刺激政策取得发
展，习惯了刺激政策红利的企业来说，

要想适应刺激政策终止后的调整，就
要尽快转变思想， 丢掉不切实际的幻
想，以坚韧的毅力和更长远的眼光，踏
踏实实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加快商
业模式创新， 由过去依赖政府大规模
投资刺激政策， 转到依靠企业内生动
力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来。

大道理容易讲， 可真正想通、想
明白并付诸行动，却并非易事。 但形
势的发展变化已不容再等， 迟疑之
间，痛失良机，一步之差，万劫不复。
在当今形势下， 尤其是在互联网技
术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 对于长期
依赖刺激政策取得发展的企业来
说，当务之急恐怕没有比转换观念、
创新求变更为紧迫的事情了。 正如
美国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所说的，你要么是破坏性创新，要么
你被别人破坏。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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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青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近日表示， 要积极利用市场机
制，加快推进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 7
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先行
先试碳排放交易权的试点。 预计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几个城
市碳交易开始进行上网交易。

国家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在提及以上 7个省市时， 除了
已经推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深圳外， 重点提及了北京、上
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

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深圳、上海、北京
的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其中深圳已经开始试点，北京、上
海今年都会启动碳市场实质性的相应交易。

该人士同时表示，未来要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设，
加强碳排放交易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资质审核， 建立碳排放
权交易登记注册系统， 交易平台和监管核准制度， 争取到
2020年左右，逐步建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这其中人才
的问题最为关键，急需相关方面的人才。

解振华表示，要依托去年 6月出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完善自愿减排的交易体系，鼓励基于项
目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通过开展碳交易试点的探索和
积累利用市场机制的经验， 以最小化的成本实现温室气体排
放的控制目标。 2015 年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探索建立全国碳
交易市场。

6 月 18 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启动，深圳市由此成为中
国首家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的城市。

在各个直辖市中，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委员洪继元表示，北
京市碳排放交易的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下一步将开展相关政策
法规的制定，争取今年年底实现第一笔碳交易。 天津今年 2月
下发实施方案。 目前，天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项基本要素建
设已初步完成，包括制定区域碳市场管理办法，建设碳交易注
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建立统一的监测、报告、核查体系，完
善市场监管体系等。 而重庆和上海的相关工作也在推动之中。

年底前还将有
碳交易试点城市推出

本报记者 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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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挂牌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
所至今已经空转一年。

在“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
上， 包钢稀土总经理张忠向记者表
示，因为办公场所还在装修，比计划
晚了大概两个多月。 8月底办公场所
的装修能全部完成，交易细则有望于
10月出台，之后才能考虑开展交易。

但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助理安四虎的答案却略有出入。 安四
虎在 8 月 9 日晚上的一场针对企业
的产业推介会上向记者透露， 经过 1
年多的筹备，将在 8 月底试进行一批
小量的现货交易。

这比之前的答案提前了近两个

月。

确定三种交易模式
包头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把包头稀土交易所打造成定价、交
易、集散中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支持
稀土协会参与稀土交易平台建设，协
调稀土的生产方、需求方，完善稀土
的销售市场秩序。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总经理顾明向记者表示，从 ８ 月中旬
起，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将开始对外
招募会员。“目前看形势不错，对包头
稀土产品交易所感兴趣的机构和企
业很多， 有些已经主动找了过来，交

易所也将主动做好市场推介工作，以
扩大交易所的会员覆盖面和影响
力。 ”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的交易模
式分“Ｅ 现货”（电子商城）、竞价交易
和即期现货三种， 前两种交易模式
对稀土产品种类没有限制， 即期现
货在初期只会适用于一两种稀土产
品。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包头稀土产
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还计划推出稀土
产品价格指数， 但是该指数是以成
交价还是以询价为基础测算， 目前
尚未确定。

“为遏制投资炒作的现象， 将会
进行制度上的设计，将考虑设置涨跌
停板或者强制退出机制。 ”顾明说。

（下转第三版）

股东难掩意见分歧
首个稀土交易平台空转一年

本报记者 张龙

电商暖市
外贸业复苏明显

商务部正制定相关扶持政策，
重点平台企业将获资金支持

趋势

中国支撑了
全球 90%以上
的稀土产品需
求，却缺乏国际
定价权。为改变
现状，包头稀土
产品交易所应
运而生。但因股
东众多，一年过
去，交易模式仍
未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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