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漠视风险引发爆仓 激进中拓系诉讼压顶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深化供给侧改革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关于十九届

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

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打好三大攻坚战，适时

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有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 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

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就业比较充分，精

准脱贫有序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继续

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

会议指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

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

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

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

大。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

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

托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

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深挖国内

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

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稳定制造业投

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

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 加快推

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增添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快重

大战略实施步伐，提升城市群功能。 采取具体

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建立长效机制解决

拖欠账款问题。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有效应

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加大对外

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 推进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

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把握好风险

处置节奏和力度，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

金融监管部门责任。 科创板要坚守定位，落实

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 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 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保障

市场供应和物价基本稳定。 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加强自然灾害防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尽心尽责做好各项

工作，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证券时报记者 金凌 李言

7 月初以来， 一起场外期权客户爆仓

事件在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数家期货公司

和现货企业受牵连，而事件主角中拓系公

司（中拓（福建）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 如今正在为漠视风险的激进交易

买单。

证券时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中

拓系公司的整体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并

引发连锁反应。 近期已有多个公司先后对

中拓系公司提起了诉讼，其中一起甚至牵

扯到国内某大型央企， 涉及金额超过 10

亿元，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

场外交易爆仓

产生连锁反应

中拓系公司场外期权交易爆仓事件败

露最早始于 7月 9日。当日上市公司华丽家

族发布公告，称其参股的华泰期货全资子公

司华泰长城资本的场外衍生品业务客户出

现风险，初步统计损失金额约 4684 万元。

据记者此前多方了解，爆仓客户直指

中拓（福建）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拓公

司）， 该公司疑似利用关联企业卖出大量

PTA（精对苯二甲酸）看涨期权，而 PTA

期货在 7 月 1 日和 7 月 2 日连续两日涨

停，最终爆仓被强平，同时穿仓给期货公

司子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此后事态进一步发酵。 7 月 23 日，新

三板挂牌公司天风期货发布涉诉公告，称

其子公司已向中拓公司提起诉讼并获受

理， 中拓公司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违约，

拖欠交易价款 9115 万元。

据业内人士消息，中拓系在与各期货

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签订合同时，使用了

不同公司名称，有些用“中拓（福建）实业

有限公司” ，有些则是用“杭州华速实业

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华速” ），两家公

司实为关联公司。 官网资料显示，中拓系

主要从事化工贸易和相关投资。 其中，中

拓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注册资本为 1 亿

元，旗下有两家子公司，分别是上海弘亨

石化和福州亚利供应链公司；杭州华速成

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 2 亿元。

与此同时，场外交易爆仓引发连锁反

应，中拓系整体经营风险快速扩散，就连

传统现货贸易周转也出现了问题。 “很多

现货企业都和中拓停止了业务往来。 有些

公司之前给他们打了货款，但现在拿不到

货，最后只能选择走法律途径。 ”有业内人

士表示。

更加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 记者近日

获悉，某国内大型央企已就中拓系相关问

题报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涉及金

额超过 10 亿元。 如果加上此前场外期权

所涉违约，中拓系面临的诉讼可能已达数

十亿。

令人心生疑虑的还有，中拓系近期进

行了一系列股权变更。此前中拓系实控人

为陈晓文， 华速公司是中拓公司的股东，

占股 70%，陈晓文在中拓公司持股 20%。 7

月 12 日， 中拓公司的大股东由陈晓文变

更为陈增春；7 月 18 日，杭州华速的大股

东也由陈晓文变更为陈增春，法定代表人

则是在 7 月 9 日由陈雅变更为陈增春。

激进的中拓系

说起中拓系，“激进” 是被提及最多的

一个词。 虽然未能直接联系到中拓系公司

的相关人员，但通过一些与其有过业务往

来的公司所反馈的信息，证券时报记者对

中拓系公司的情况有了一定掌握。

“我们去年曾经去谈过， 相信很多行

业内公司和他们也都有过接触。 当时我见

的是杭州华速场外衍生品业务的负责人，这

家公司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交易风格很激进，

化工品场外期权的单笔交易量动辄 5 万吨、

10 万吨。交易的品种并非只有化工类，还交易

一些黑色品种。”某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因为无法满足对方的授

信要求， 这家风险管理子公司最终放弃了与

杭州华速的合作。

中拓系公司崛起的时间并不长， 圈内人

对其印象是化工品贸易和衍生品业务都做得

很大，但鲜有实体加工产业，公司在行业内有

着很强的关系网， 与一些大型化工企业关系

紧密。

一位与中拓公司有过多次贸易往来的现

货企业人士回忆称， 中拓公司感觉是最近三

五年做起来的， 最开始只是觉得这公司真有

钱。后来借助与央企的合作关系，他们和 PTA

工厂的合作也多起来，品种布局很快，于是一

下就做得很大。 （下转 A2 版）

（相关报道见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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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强刺激

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定调下半年宏观政策取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昨日召

开，如不少分析人士此前预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扩大

消费、激发需求等稳增长政策的重要性凸显。但在短期稳需求

的同时， 宏观政策的主线依旧不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下半年宏观政策取向呈

现“短期稳增长＋中长期推改革”双轮驱动。

为了避免经济下行失速风险， 通过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托底经济尤为必要， 但逆周期调节并不等于大水漫灌式的强

刺激。随着宏观杠杆率的不断攀升，经济强刺激不仅是饮鸩止

渴，也收效甚微。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尽管短期内中国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但从把握长期大势的角度看，强刺激不可取，经

济工作的主线仍要放眼长远，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更为重要的是，本次会议对房地产的表述有较大调整。一

方面，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另一方面，提出“不将房地产作

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的新表述。 再结合近期监管收紧房

企融资的政策动向看，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再次趋严，意味着

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情况难再出现， 这也预示着短期不会放

松楼市调控政策。 正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所说，“历史

证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最终

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旧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

重，但内涵和侧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从本次会议看，下一

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既聚焦实体经济领域，如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也有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引导

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落实好以信

息披露为核心的科创板注册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在

于主动自我变革，摆脱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扎实打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

升级的过渡期，这也是“啃硬骨头” 的改革关键期，唯有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新发展理念，保持政策定力，才

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中国制造变中国智造 高端装备迎来投资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工业机器人、激光设备、高端机床……一

批高端装备产业科创板公司接连出炉。 作为

科创板六大产业之一，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高

端装备公司登陆科创板。 如何看待高端装备

产业的投资机会？ 哪些子板块更有优势？ 近

日， 证券时报记者约访了南方基金权益研究

部总经理、南方科技创新主题基金经理茅炜。

茅炜表示，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从中国制

造变成中国智造，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 高端装备制造开始进入了进口替代

和快速推广的阶段， 也成为国家重点扶植

和资本青睐的对象，未来空间巨大。

高端装备四大子领域

具有国际竞争力

茅炜指出， 高端装备领域中， 轨交设

备、锂电池制造设备、航空航天设备、工业

激光设备等具备国际竞争力。

茅炜表示， 轨交行业由于主要依靠财

政投资，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随着我国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基建投资补短板力度

有望提升。同时，下游运输需求以及城镇化

率的提高也倒逼轨交行业的快速发展， 预计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在未来几年将保持高位。

“轨交行业建设周期长、技术标准高，整个产

业链的进入壁垒相对较高， 为寡头竞争市

场。 ”他说。

对于锂电池制造设备，茅炜认为，随着中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 动力电池企业不

断扩产，未来空间巨大。 同时，锂电设备国产

化率提升，

2017

年前端、中端、后端设备的总

体国产化率分别达到

88%

、

90%

以上、

95%

以

上，可实现整线设备生产。 此外，国产设备也

在加速高端化并打入了日韩锂电池生产企业

的生产线。锂电设备行业集中度提升，细分设

备的集中度更高，未来，技术水平较差、没有

大客户的中小设备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锂

电设备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对于航空航天设备，茅炜认为，依托国家

战略及产业政策， 卫星应用行业高速增长。

2015

年

~2017

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保持

3%

左右的增速， 而我国增速保持在

20%

左右的

高水平。 据统计，全球卫星应用业务和卫星制

造业务的比值约为

９∶１

， 而我国目前在

３∶１

左

右，卫星应用业务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工业激光设备，茅炜表示，早在

2015

年， 中国就取代欧洲首次成为激光器最大的

消费市场， 约占全球市场规模的

29%

， 据统

计，

2018

年中国激光装备市场规模为

605

亿

元，超过全球市场的一半。 不过，激光装备竞

争格局较为分散。

（下转 A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