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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经济下滑保持足够警惕

边绪宝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数据，

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

PMI

） 为

50.9%

， 环比回落

1.1

个百分

点， 已经连续

3

个月回落， 为

2009

年

3

月份以来最低值。 由于

PMI

和工业增

加值增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PMI

持续

回落并逼近

50%

的荣衰临界值， 表明

当前我国经济环比增速仍处于继续回落

的过程中。

主要分项指数继续回落

我国的制造业

PMI

指标体系主要

包括生产、 新订单、 购进价格、 原材料

库存等

11

个指标。 从

6

月份各分项指

数来看， 只有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

1

个

百分点， 其余各分项指数均不同程度回

落。 其中新订单指数、 生产指数、 积压

订单指数、 采购量指数、 购进价格指

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回落幅度超过

1

个

百分点， 尤其以购进价格指数回落幅度

为最大， 达到

3.6

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持续回落表明国内外需

求放缓的态势非常明显。 今年以来， 主

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从我国

的出口情况来看， 对美国、 德国、 英国

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值已经降至个位

数。 从国内来看， 除固定资产投资维

持较高增速外， 国内消费需求一直呈

现疲软状态。 前

5

个月，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16.9%

， 扣除物价上涨因

素增长不到

11%

， 是

2008

年以来的最

低水平。 消费需求下降的原因既有刺

激政策退出后的真空效应， 也有通货膨

胀的因素， 过高的物价已经侵蚀了居民

的消费能力。 今后， 激活国内消费， 一

方面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另一方

面要切实取消许多不合理的税费， 避免

“中国制造” 在国外市场比国内还要便

宜的现象。

生产指数持续回落预示着终端消费

需求放缓的信号已经向供给端传导。 除

需求因素外， 国内货币信贷紧缩， 企业

开工不足，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 以及

南方局部地区企业受 “三荒两高” 的影

响也是导致

PMI

生产指数连续回落的

重要因素。

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在

PMI

指

标中占的权重最大， 两者的双双回落，

表明在持续紧缩的调控政策下， 制造业

企业正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和需求下降

的双重挤压， 从而导致制造业和经济增

速逐步放缓。

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动力减弱

在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诸多指标

中，

PMI

是一个已经被广泛验证了的先

行指标。 一方面，

PMI

是一个综合指

标， 它包括生产、 新订单等十几项商业

活动指标， 涵盖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

另一方面，

PMI

基于对样本企业采购经

理的月度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分析得出，

来自一线企业， 是实体经济活动的反

映， 更多地反映了作为被调查人的企业

家对未来经济活动的看法， 因而具有较强

的前瞻性。

6

月份生产指数比上个月回落

1.8

个百分点， 预示着

6

月份的工业增加值

比

5

月份还要低。 从最近几个月的

PMI

数据来看，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

象非常明显。 综合前几个月份的

PMI

数

据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预计今年二季度

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比第一季度明显

降低。

目前， 导致我国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增

速放缓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

先， 外部需求明显减弱， 国内原材料价格

和劳动力成本上涨， 人民币升值， 导致工

业出口增速大幅下滑， 进而对工业以及整

个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3

月、

4

月、

5

月，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

速分别为

21.1%

、

20.1%

和

14.9%

， 呈逐

月下滑趋势， 尤其是

5

月的下滑幅度比较

大， 拖累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放缓。 其次， 货币信贷紧缩效果开始明显

显现。

M1

增速已由

2010

年

1

月最高

39%

逐步回落至今年

5

月

12.7%

，

M2

增

速由

2009

年

11

月的

29.7%

回落至

5

月

15.1%

， 分别回落

26.3

个和

14.6

个百分

点， 与上年末相比

M1

和

M2

分别回落了

17.2

个和

5.9

个百分点； 货币信贷紧缩导

致部分企业融资困难， 融资成本提高。

6

月份购进价格指数为

56.7%

， 比上

月回落

3.6

个百分点， 该项指数已经连续

4

个月回落。 购进价格指数从年初

70%

高

位回归到目前相对平缓水平， 表明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的通胀压力已经

明显缓解，

6

月份的

PPI

将会从高位继续

回落。 预计下半年， 我国物价上涨势头将

减弱。

对

PMI

回落要辨证看待

PMI

的持续回落引起国内外对中国经

济 “硬着陆” 的担忧。 笔者认为， 目前最

应该分析和研究

PMI

是阶段性回落还是

趋势性回落。 阶段性回落并不可怕， 去年

7

、

8

月份， 我国的

PMI

也曾经下滑至

51.2%

和

51.7%

， 并引起人们对经济 “二

次探底” 的担忧， 但是， 事实证明担心是

多余的。

当前

PMI

回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季节性因素。 如从

2005

年建立起

PMI

调查以来， 除了

2009

年以外， 每年

6

月份该指数均有所回落， 今年回落幅度

低于同期平均水平。 二是发达国家经济疲

软的影响。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早就超过

50%

， 尤其是工业产品对世界市场有很大

的依赖性。 受日本地震、 中东北非政治动

荡、 欧元区债务危机， 以及美国债务问题

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 对我国

的外向型经济极为不利。 三是政策主动调

控的影响。 为了抑制通胀， 今年以来我国

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使经济增速

逐步放缓。

对当前

PMI

回落现象要辨证看待， 经

济增长减速是当前治理通货膨胀， 转变传

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尽管

宏观调控必须兼顾治理通胀与保持经济稳

定增长之间的平衡， 但是， 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 政策应该有所侧重。 当前通胀是我

国面临的主要风险， 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把

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当然也应

当对经济下滑保持足够的警惕。

（作者系齐鲁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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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继续回落， 为

2009

年

3

月份以来最低值。 从最近几个月的

PMI

数据来看，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非常明显。 预计今年二季度的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比第一季度明显降低。 当前通胀是我

国面临的主要风险， 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

为首要任务， 但是也应当对经济下滑保持足够的警惕。

中海油漏油事故还有多少谜底待揭

毕晓哲

7

月

5

日， 国家海洋局通报渤海

油田漏油调查情况， 中海油渤海油田

自

6

月

4

日便已开始少量溢油， 油田

单日溢油最大分布面积

158

平方公

里， 目前已使周围海域

840

平方公里

的

1

类水质海水下降到了劣

4

类。

国家海洋局通报的情况令公众

震惊。 高达

840

平方公里海域受到

污染， 让公众对这一事件深为忧虑。

同时， 笔者以为， 这一最新权威披

露， 无疑是对中海油日前 “欲盖弥

彰” 的、 “泄漏范围比较小， 只涉

及

200

平方米左右” 的回应， 狠狠

地搧了一记耳光。 真相已然渐渐逼

近， 但中海油漏油事件还有多少

“谜底” 亟待揭开？

一者， 隐瞒事故的幕后推手是

谁？ 漏油事故隐瞒如此长时间， 恶

劣程度令人后怕。 早在今年

6

月

4

日该油田就有少量溢油， 但直至上

月末从微博爆料到

7

月

1

日中海油

方面才正式承认 “问题”， 隐瞒时间

跨度竟然长达近

1

个月。 如此恶劣

令人愤然。 就此， 公众有充分理由

知悉， 究竟是外方责任公司主使还

是中方公司 “配合”？ 又是谁导演了

这一事故瞒报， 使这一真相长时间

不为公众和政府知悉？ 这个谜底需

要进一步揭开， 因为， 这将关系今后

的严厉问责。

其二， 对当地渔业资源的破坏

几何？ 近千平方公里 （

840

平方公

里是个 “保守数字”， 漏油的特殊

性只会扩大） 的

1

类水质降到劣

4

类， 该水域的鱼类资源生存堪虞。

据媒体披露 ， 山东省长岛县大钦

岛距离事发地中海油蓬莱

19-3

海

上油气田有

40

海里左右， 早在

10

天前， 该岛一养殖企业负责人就

称 ， 他养殖的鱼类出现死亡 。 此

事对相关地方的渔业养殖有何影

响 ？ 随着漏油带的延伸还会造成

多大海域的渔业养殖影响 ？ 都需

要相关部门以一个负责的、 科学

的态度予以评估。 这也不应是一个

无法知悉的 “谜底”， 且关系事后的

赔偿。

其三， 恢复当地海域生态的财政耗

费及必要的支出， 这也不应是什么 “哑

谜”。 漏油事故之后， 将涉及极大量的

财政耗费到油污治理和清除环境污染

上， “堵漏” 只是一个初步工作， 但真

正的大量的后续工作才是重点。 目前，

尚未正式向地方政府通报， 但在随后的

清污和恢复生态工作中又需要地方政府

大力配合， 以及地方财政、 人力、 物力

的支撑。 这些， 都关系民生和社会公众

利益， 有关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再行推

诿。 漏油事故和瞒报的教训已极为深

刻， 有关方面也只有痛定思痛、 深刻反

思并积极正面应对，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

挽回恶劣影响和惨重损失。

民间金融的救赎之道

彭兴庭

民间借贷市场的乱象引起政府重

视， 近日，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 人民

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要十

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 王岐山

指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 小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 经济转

型和社会稳定。 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 推进结构

调整和改革创新， 全面提高对小企业

的金融服务水平。

从孙大午， 到吴英， 再到最近自

焚的包头巨商金利斌， 这些新闻人物

的背后， 有一个共同的影子， 就是民

间借贷市场。 在高强度的金融压抑之

下， 中国形成了以 “银信合作” 和地

下钱庄等为特征的 “影子银行”。 这些

灰色金融机构绕开了管控严格的正式

金融市场， 以高利贷的形式在市场上

翻云覆雨。 当下， 紧缩的货币政策使

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 当这些企业

主们企图从黑市寻找脱困之道时， 等

来的不是雪中送炭， 而是落井下石。

与此同时， 在高利率之下， 民间借贷

市场也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金融市场，

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

形成今天这种境地， 罪魁祸首不

是别人， 正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金融压

抑。 金融压抑造成了银行业严重的信

贷歧视， 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则深受其害。 有统计显示， 虽然非国

有部门对中国

GDP

的贡献超过

70％

，

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

式贷款却不到

20％

。 在过去

30

年的时

间里， 在金融压抑的环境中， 民营企

业何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大学

教授姚洋认为，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正

规金融机构的 “漏损效应”。 即在金融

压抑的经济体中， 金融资源通过非正

规甚至非法途径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

门 “漏损”。

这种 “漏损” 带来的往往是 “只

富官商不富民”。 没有强大政治资源和

背景的中小企业， 只能通过高利贷来

维持资金链。 对于这种压抑之下的漏

损， 德国前总理艾哈德曾说， “如果不

采取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式， 就会陷入

绝对的极权主义中去。”

如同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一样， 金

融自由是金融的天性。 这种天性的重要

表现， 就是对金融压抑的反抗、 叛逆和

救赎。 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 司法机构

并不承认债务、 期权转让的合法性， 但

是， 金融的自由天性最终冲破了奴役的

笼牢； 在当代中国， 绝大部分民间金融

始终处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 这种灰

色甚至非法的处境， 就如同压在石板下

的种子， 仍在艰难地生根、 发芽和努力

寻找成长的空间。

面对各种民间借贷市场的乱象，

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强监管， 或者单纯

通过法律制度防止正规渠道的资金

“漏损” 至非国有企业， 那么， 民营企

业只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与此同

时， 市场经济也更趋 “权贵化”、 “官

僚化”。 既然自由是金融的天性， 何不

顺应这种天性？ 在 《金融压抑下的法

治、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一文中，

卢峰、 姚洋经过精密的实证分析后认

为： 如果能够给非正式的执行机制留

出空间， 私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

来克服这些制度上的缺陷， 使整个经

济接近社会最优水平。 “就中国的金

融发展而言， 改革银行体制、 尤其是使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

改善法治的收益。”

金融自由和开放是民间金融的唯一

救赎之道。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如果

不放开利率， 就会推动更多资金转入地

下。” 或许有人担心放开民间金融、 利

率的市场化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在民间金融已成

规模的现实下， 不让它们获得合法地

位， 就无法进行实质的监管。 最后， 我

想以 《来自竞争的繁荣》 的一段话来结

束本文， 取消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之后，

“黑市突然消失了， 橱窗里摆满了货物，

工厂的烟囱突然冒烟了； 街道上货车川

流不息。 ……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

响， 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开始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赵顺清

/

画

孙勇

/

诗

物价一再创新高， 六成民众受不了。

加薪每每成空想， 涨价常常有新招。

提准不如多加息， 约谈难抵少印钞。

调控手段慎运用， 切忌变成痒痒挠。

光顾着护短

谁的利益也保护不了

彭潇潇

这年头， 谁家娃子不吃点奶

粉？ 奶粉问题， 可谓每个家有小

儿女的中国家庭都得操心的头等

大事。 可就是这个头等大事吧，

还真是叫人无比头疼。

您看， 这边厢， 痛批乳品新

国标 “一夜倒退

25

年”、 “全世

界标准最低” 的声音言犹在耳，

那边厢， 就有消息称， 被发改委

约谈敲边鼓的洋奶粉按捺不住纷

纷提价。 据 《广州日报》 近日报

道， 广州多家商场雅培、 惠氏等

洋品牌奶粉均已开始涨价， 涨价

幅度达

10%

左右。 饶是如此，

洋奶粉还是受到追捧。 报道称，

涨价后， “很多消费者也依然不

愿意买国产奶粉”。

何故？ 恐怕不需要笔者在此

多费笔墨， 相信身为父母的读者

都懂的。 一位网友在自己

MSN

上签名称， “洋奶粉要钱， 国产

奶粉要命”！ 此语正道出了身为

中国父母的无奈。 谁愿买贵的？

可在中国的奶粉消费市场上， 还

真是宁买贵勿买错———想当初，

价廉的国产奶粉大受欢迎， 然

而， 大头娃娃、 三聚氰胺、 皮革

奶……一起起由牛奶引发的食品

安全事件相继曝光， 更可怕的

是， 在这些事件尚未真正归于沉

寂之时， 新出台的乳品新国标又

给了无数对这行业还寄予期盼的

中国父母当头一棒。

按照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乳

品新国标， 其中， 生乳中每毫升

细菌总数由以前的不超过

50

万

个提高到

200

万个， 而蛋白质含

量由最低每百克

2.95

克下调至

2.8

克。 新国标下的牛奶蛋白质

含量， 大大低于国外至少

3%

的

标准； 而菌落总数则比美国、 欧

盟

10

万个的标准高出

20

倍， 即

便相较于

1986

年的老标准， 那

也远远不如。 简单点说， 今后咱

和咱娃喝的牛奶， 蛋白质含量更

少了， 细菌更多了……

无怪乎新国标一出台就遭

各路人士拍砖。 而且这一次，

拍砖的还不仅仅是老百姓， 连

协会专家也坐不住了。 广州市

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甚至尖锐

地指出， 喝这样的牛奶， 还不如

喝白开水。

然而， 这种反对的声音显然

只代表了 “非主流”。 保护行业

发展的呼声无疑牢牢把握着决策

话语权。 我国最大的原奶产地内

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就表示， 如

果硬性把国标提高， 那么将来可

能导致很大一部分牛奶被倒掉；

或者降低标准收购， 那么就要降

低价格， 会给奶农造成很大的损

失。 为了照顾占

70%~80%

的散

户奶农现在的生产水平， 就把国

标降低了一些。

呜呼， 这是个什么样的逻

辑？ 这是不是说， 咱万千奶农都

得感谢这个倒退了

25

年的新国

标？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新

国标， 那奶农就会损失惨重、 面

临生死存亡？ 然而， 这些力挺所

谓新国标的人们有没有想过， 在

牛奶行业的生产链条上， 难道只

有奶农在独自战斗？ 收奶的那些

奶业巨头呢， 他们的社会责任在

哪里？ 奶业协会呢， 我们的有关

政府部门呢？ 他们的社会责任又

在哪里？

难道我们的有关部门就只负

责制定文案签字盖章， 而不用考

虑是否符合国情民意？ 难道我们

的奶业协会就只负责抱残守缺，

而不用理会行业是否健康发展？

难道我们的奶业巨头就只负责疯

狂逐利， 而不用理会奶农死活、

不用顾虑消费者安危？

犹记得三聚氰胺时那些奶

企的所谓 “道歉”， 可如今他们

递到消费者手中的牛奶质量却

还不如昨天。 莫非这些企业从

未因自己的过错而得到惩罚？

也从未为自己的罪过忏悔？

25

年了， 难道奶业协会就从未想

过帮助自己的奶农们与时俱进？

难道我们的有关部门才刚刚知

道行业现状， 非降低标准不能维

系生存？

消费者宁买洋奶粉， 不买

国产货， 究竟是谁之错？ 难道

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父母们

错了？ 以那些无辜百姓幼儿的

生命健康为代价， 还不足以推

动我们的行业进步， 最终的结

果竟然是开历史倒车， 这种事

情， 恐怕在世界的行业发展史

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吧。

上述广州奶业协会专家就表

示， 中国奶业标准过低将会影响

到消费者心态， 这也是人们质疑

乳品新国标的理由之一。 很显

然，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因

为消费者已经用脚投票了。 据统

计， 目前 “洋奶粉” 的市场占有

率保守估计已经超过

55%

。 这一

数据是在 “三聚氰胺” 事件之后

开始飙升的， 相信还会继续攀

升； 而在此之前， 洋奶粉的市场

占有率不超过

30%

。

可以想见， 如果我们的有

关部门， 光顾着给自己的 “孩

子” 护短， 为了保护某个行业

的利益， 可以牺牲一个民族子

孙后代的生命健康； 如果我们

的企业依然本着宁坑消费者，

不肯让利于民的心态； 那么，

还会有更多的中国父母会在

“爱国货” 还是 “爱孩子” 之间

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此奉劝有关部门一句 ：

降低标准可以保护一时， 但光

顾着护短， 谁的利益也保护不

了！ 也奉劝有关行业和企业一

句： 如果非要等到走投无路、

集体破产才能良心发现， 那会不

会太迟！

超过六成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难以接受

Peng Xiao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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