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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回收市场 只是看上去很美?

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16年
3.2%的低速增长之后，今明两年
有望提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0日将今明两年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较7月份预期值均
上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3.6%
和3.7%，同时也上调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期。

IMF当天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说，预计今年全球75%
的经济体增速都将加快，这是
全球经济近十年来最大范围的
增长提速。

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IMF 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

增速预期较7月份预测值均上
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
6.5%，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
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IMF说，在宽松政策和供给
侧改革的推动下，上半年中国
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同时，中
国政府有望维持较为宽松的政
策，因此IMF上调今明两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也为新
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提供了动
力源泉。IMF预计，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为4.6%，与7
月份的预测一致；明年增速将加
快至4.9%，较7月份上调0.1个百
分点，主要原因是今明两年中国
经济预计将好于预期。

IMF还指出，中国和印度是
新兴市场国家中经济体量和人
口数量最大的两大国家，两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有望推动新兴经
济体在中期内达到5%的增速。

世界银行近期也将今年中
国经济增速预期较4月份预测
值上调0.2个百分点至6.7%。世
行说，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旺盛，
今年有望增长8%，对下半年经
济增长形成有效支持。在中国
经济提速的带动下，世行也将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增
长预期较4月份上调0.2个百分
点至6.4%。

中国金融风险可控
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

奥布斯特费尔德在当天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近期中国经济稳
健增长部分得益于信贷支持。
他说，中国官方已经认识到信
贷增长过快可能带来的风险，
预计中国会继续采取措施控制

信贷快速增长。
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美国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近日
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信贷快速
扩张造成的金融风险。他说，
中国决策层已经将控制金融风
险视为优先事项，监管部门也
在着力打击高风险行为。

拉迪还指出，中国的新增
贷款更多流向家庭部门，其杠
杆率更低。这意味着中国的金
融风险可能在降低而非升高。

拉迪预测，即便信贷增速
放缓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
也不会重新鼓励通过信贷来刺
激经济，因为未来3年经济年均
增速只需达到6.2%，中国就能实
现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国内生
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

全球经济迎来春天
除中国经济提速外，全球经

济也迎来春天。IMF报告说，全
球经济短期风险大致平衡。消
费者和企业信心仍保持高位，金
融条件仍比较宽松，这些因素有
望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复苏。

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今

明两年增速将分别达到2.2%和
2%，较今年7月份预测值分别上
调0.2和 0.1个百分点。其中，
在出口恢复以及国内需求回暖
的带动下，欧元区今明两年增
速预计分别为2.1%和1.9%，较7
月份均上调了0.2个百分点。

IMF 预计美国经济今明两
年增速分别为2.2%和2.3%，较7
月份分别上调0.1和0.2个百分
点。IMF说，作出这一调整主要
是因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强劲，同时相对宽松的金融条
件仍有望继续支持经济增长。
IMF同时指出，最新预测没有考
虑美国政府可能推出的减税等
财政刺激。

不过IMF也指出，中期内全
球经济仍面临下行风险，其中
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发达经济
体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加快；
新兴经济体仍面临金融市场动
荡风险；金融监管大幅放松以
及保护主义政策抬头等。

奥布斯特费尔表示，各经
济体应抓住经济提速的顺周期
机遇推进改革，并采取合适的
政策组合以提高潜在产出，增
强经济韧性。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企业
债券发行已经走过30年，国家
发改委昨天发文称，将继续深入
推进企业债券改革创新发展，培
育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的新
动能，包括继续推进企业债券发
行管理制度改革，强化企业债券
的产业引导功能，有效管控企业
债券市场风险，加强债券市场信
用体系建设。

企业债券是我国历史最悠
久、法律地位最明确的信用债券
品种。自 1987 年国务院颁布
《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以来，
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从1987年
企业债券发行量不足100亿元，
主要为少数大型中央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逐步发展到2016年
全年发行量超过7000亿元，年
末存量规模近5万亿元，融资主
体涵盖中央、省、市、县各级国有
和民营企业。

在主动创新企业债券融资
品种方面，据悉，2013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陆续率先推出了16
个企业债券专项创新品种，引领
整个信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保监会
日前在官网披露，正式批复同意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开业，该公司注册资本为40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人保养老
住所位于雄安新区，成为首家注
册在雄安的险企。

依据批复，中国人民养老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唐志刚，由人保集团独家出资设
立。据人保集团官网显示，中国
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于
四个月前，即2017年6月15日，
在西长安街88号中国人保大厦
召开创立大会。

根据批复，中国人民养老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范围为团
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
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等经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人保
养老筹备组还要凭该批复和保
监会颁发的《保险机构法人许可
证》到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等
有关手续，方可开业。

在此之前，国内还有新华养
老、平安养老、太平养老、国寿养
老、长江养老、泰康养老以及安
邦养老 7 家专业养老险公司。
加上人保养老，国内专业养老险
企的数目增加至8家。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离今年的“双11”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本周已经有
两家快递公司上调了快递价格，
对准备大显身手的商家和买家
来说都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人工成本普遍提升
中通快递前天宣布，今年

以来，快递业受运输成本增加、
人工成本提升、原材料价格上
涨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为了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客
户利益，中通快递集团经综合
考虑，决定调整快递价格，具体
情况请咨询当地服务网点。中
通率先调价后，昨天韵达速递
官网发布告客户书表示，随着
快递市场发展的进一步成熟，
为了持续提高服务质量、更好
地为您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
高效的快递服务，同时受人力、
物料以及运营成本攀升等影
响，从即日起，对快件价格进行
调整。

这次提价的公告中，中通
和韵达两家公司都提到“人工
成本提升”的原因，此前 4 月
28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对外发布的《2017年中国电商
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结
果》显示，74.6%的电商物流和
快递从业人员月平均收入在
3001 元-5000 元，14.94%的人
在 5001 元-6000 元，5.5%的人

在 6001 元-8000 元，月平均收
入 在 8001 元 以 上 的 占
1.44%。而中通和韵达提到的

“原材料价格上涨”，很明显就
是纸箱价格，今年以来，纸价
一直在涨。

快递消费即将迎来爆点
中信证券分析师在研报中

称，快递价格中期拐点已近，但
行业持续性提价仍需等待，其认
为未来6个月快递行业的竞争
有所放缓，一方面6家核心快递
公司均已上市，短期靠价格追求
市场份额的行为告一段落；另一

方面，三四线快递公司今年基本
退出市场，新进入者已不构成威
胁。在龙头快递公司业务量增
速仍能增长40%上下背景下，快
递公司网络能力提升需要过程，
网点管理、车辆、分拨中心建设
均需要陆续推进。行业进入相
对稳定期。目前快递行业增速
仍维持在30%左右，属于高速增
长行业，消费属性强，行业的长
期格局变化将对龙头公司极为
有利。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中
通提价将提振行业信心，快递公
司对客户的地位可能正在逐渐
提升。

今年9月中国快递协会、菜
鸟网络与各大快递企业在上海
举行“双11”物流动员会，全行
业共同筹划天猫“双11”物流准
备事宜。根据预测，今年“双
11”期间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
量将达到新的量级，预计会超
过10亿件。市场人士分析，“双
11”是快递消费的爆点期，在此
节点前涨价或许是借助电商大
战硝烟，能较大程度地对冲涨
价流失客户的负效应，不过，中
通韵达涨价一事的中期效果还
有待观察，更要关注行业内其
他公司是否会跟进。

原材料、运输与人工成本提升

两家快递公司提价迎接“双11”
■聚焦

IMF为何上调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
有限公司开业获批

企业债券30年
持续创新不断

今年“双11”期间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量预计会超过10亿件。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