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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丛峰、叶含勇

位于川西平原东北部的成都市青白江区，
是我国西南地区“工龄”最长的老工业基地之
一。国家“一五”时期建设的这座工业重镇，因工
业而辉煌半个多世纪之后，遇到了严峻危机。

2014 年-2016 年，曾为青白江区两大“擎天
柱”的川化集团和攀钢成都公司，前者全面退出
化工产业，后者彻底关闭冶炼生产线。巅峰期占
到全区工业产值近 7 成的两个“巨人”，只能断
腕求生，艰难支撑。

两大企业的关停，使青白江在告别工业污
染的同时，也面临经济下行与职工分流的双重
压力。一些人说，青白江这下“遭了”。

然而，就在川化集团和攀钢成都关停的这
两年，青白江经济总量竟然不降反增，2016 年
GDP 增幅达到 8 . 7%，高于全国、全省增幅。

“在国家‘三去一补’政策背景下，高污染、高
耗能产业的全面关停，是一只迟早都要落下的
靴子。”青白江区委书记刘筱柳说，但是，拆掉的

砖瓦也能砌新墙，跌落的浪头里也有新风口。改
革倒逼之下，青白江反而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
发展的“去”与“补”辩证法。

首先是“去计划、补市场”。曾在攀钢成都工
作几十年的退休职工王鸿钧，把青白江区与川
化集团、攀钢成都的关系比喻成“包办婚姻”，那
只“搞包办的手”就是计划经济。“别的地方早都
市场经济了，青白江还得补课。”

然而，青白江的“补课”是跨越式的。在近
7000 亩的攀钢成都厂区土地上，一个名为“积
微”的智慧产业园正迅速崛起。攀钢集团的转型
企业——— 积微物联，自 2015 年 7 月上线积微物
联网以来，在线交易额由不到 10 亿元爆发式增
长到去年底的 400 多亿元，成为西南最大的钢
铁电商交易平台之一。

记者在即时更新的积微物联网上看到，物
流承运商通过下载积微物联网络 APP，就可以
像“滴滴”司机一样抢单运货。“今年底解决保险
问题后，个体货车司机也能上线随时抢单了。”
该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强说，“虽然我们是攀钢集

团全资子公司，但完全独立市场化运营，攀钢
就是我们的一个 VIP 客户。”

其次是“去产能、补产业”。当年，为给两
大企业提供运输配套，青白江建设了密集的
铁路专线。如今，这些铁路成了深处内陆的
青白江得以拥抱“开放红利”的最大优势。
2013 年 4 月，第一辆中欧班列(蓉欧快铁)
满载货物从青白江驶向波兰罗兹，拉开了成
都国际铁路港建设的大幕，也成为成都深度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目前，青
白江至罗兹的单程运输时间仅为 10 . 5 天，
是国内效率最高的中欧班列之一。去年，蓉
欧快铁开行数量达到 460 列，居全国首位。
成都一跃成为我国西向、南向开放的新高
地。

成都国际铁路港的建设直接推动了青白
江产业的重构与升级。近 2 年，以成都国际铁
路港为“吸盘”，青白江迅速吸引了电商物流、
新材料、智能装备、旅游等产业约 800 亿元的
投资，成为快速消化分流职工、重新筑牢经济

增长“底盘”的重要支撑。
再其次是“去管制、补服务”。“别的地方

是‘城乡二元’，而青白江还是‘厂乡二元’。”青
白江区副区长张彬说，工厂大门一关，外面的
进不去，里面的也出不来。管理的割裂造成城
市建设与服务的严重滞后。

一条全长 1 . 6 公里的智慧大道打破了
封闭几十年的厂区。2014 年起，青白江开始
实施“政区合一”，将园区经济与行政社会功
能融合发展，统一改善基础设施，恢复生态
绿化。原川化、攀成钢片区规划了智慧产业
城，总占地约 2000 亩的长流湖生态湿地公
园，让新兴的产业园区实现了生态化、绿色
化、宜人化发展，而整个青白江区，也从此告
别“傻大黑粗”，走上了产城融合、宜居宜业之
路。

一扇历史的窗关上，一扇未来的门就会
打开。在“去”与“补”的辩证法中，高炉烟尘散
尽之日，正是新生机喷薄而出之时。

新华社成都 3 月 16 日电

成都青白江区：去计划补市场、去产能补产业、去管制补服务

一个老工业基地“去”与“补”的辩证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美美联联储储““如如期期””加加息息对对中中国国经经济济影影响响几几何何

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加息会使美元获益，利空黄金价
格，但此次加息后市场的反应打破了这种惯性认知。

美联储公布加息决议后，美元指数直线跳水跌破 101
关口，此后扩大跌幅至 1% 。在美元走弱的影响下，主要非
美货币上涨。市场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美联储主席
耶伦讲话释放的信号来看，紧缩程度不及预期，另一方面是
因为加息影响已提前释放。

美元加息通常会利空黄金期货，但此次美联储宣布加
息决定后，黄金期价反而有所反弹。“这说明加息预期已基
本被市场消化。”资深黄金投资分析师周英皓说。

相较于此次预料之中的加息，市场更加关注美联储
全年的加息节奏，以及是否真正开启加息周期。金融危机
后美联储采取了相当长时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随着经
济逐渐复苏，美联储于 2015 年 12 月启动近十年来首次
加息，开始了缓慢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并于 2016 年
12 月再次加息。

美联储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将上升
至 1 . 4% 。这意味着在本次加息之后，今年还可能有两次
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强调，与美联储之前的加息周期相
比，今年加息三次的预期仍属于缓慢、渐进的节奏。

影响已提前释放，加息节奏更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表示，美元的波动确实
会在短期内影响人民币汇率，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
定，结构调整不断产生效果，这些积极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星石投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在中美经济向好的背
景下，人民币维持相对稳定的概率加大。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市场利率的影响已经显现。自春节
前后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央行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上行
10BP 之后，3 月 16 日央行逆回购和 MLF 中标利率再次上

行 10BP 。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美联储两次加息，美国国债收
益率带动全球收益率曲线上移。国内基本面与海外因素
传导效应叠加，市场利率已迅速有了反应。中标利率跟着
市场利率走也是正常的。如果二者利差越来越大，就会出
现套利空间和不公平，市场定价也会扭曲。

央行该负责人表示，从最近一段时间看，我国市场利
率更富弹性，也有助于去杠杆、抑泡沫、防风险。

(记者李延霞、王希、有之炘)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中美经济向好，利于人民币维持稳定

时隔三个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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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1 6 日电
(记者周蕊)不想出门吃饭，就通
过手机 a p p 叫个外卖；打算出
门，无论是想要打车、开共享汽
车还是想要骑共享单车，都有对
应的 app，甚至自驾车想要停车，
都可以在共享停车位 app 上找
到资源……共享经济日渐进入
国人的生活。

有报告显示，6 亿国人参与
到了共享经济的大潮中，这意味
着每两个人中就有近一个人正
在享受共享经济的“红利”。然
而，这一新业态的“快速生长”，
却让消费者感叹“想要爱你不容
易”。

跑得太快让消费者

“爱不起”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今年 2 月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
发展报告 2017》显示，据估算，
2016 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
额约为 345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参与者总人数达到 6 亿
人，比上年增加 1 亿人左右。报告
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分享经济将
保持年均 40% 左右的高速增长。

共享经济“红火”，快速生长
的新业态却让消费者“爱不起”。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宁海介
绍，特大城市的共享单车市场从
去年以来爆发式增长，投诉量也
随之飙升，2016 年上半年涉及共
享单车的投诉仅有 8 起，到下半
年就涨到了 176 起，今年截至 3
月 6 日已接到投诉 463 起，超过
去年全年。

上海市消保委近日对共享
单车进行的 200 次消费体察发
现，自行车乱停放问题成为居民
不满的一大焦点，37% 的车辆是
在有明确标识公共停车区域之
外找到的，在早晚高峰时段内的乱停放问题尤为严
重。

同时，体察还发现，“充值容易退费难”是共享自行
车备受消费者质疑的焦点问题。体察范围内的 7 家共
享单车品牌中仅有 ofo(公司)在使用指南中明示“余额
可申请退还”；摩拜单车、贝庆单车、享骑出行在充值条
款中注明“余额不能转移”，但未明确说明余额是否可
以退还以及如何退还；小鸣单车、猎吧出行、优拜均表
示“余额不可退还”。

新业态遭遇“成长的烦恼”

“互联网+”的共享经济相对传统的资源匹配模
式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在这样的飞跃中，作为全新
业态的共享经济却在资本的裹挟中快速生长着。而
互联网时代商家、平台和消费者所在地的分离，新
业态监管“无据可依”以及诚信体系尚待建立的客
观现状也给这一行业的净化和监管带来了新的难
度。

“上海的无桩共享自行车投放总量达 45 万辆，
有桩共享自行车 8 万辆，城市的承载力已经接近饱
和了。”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徐道行说，
截至今年 2 月，上海已有超过 30 家企业开展共享单
车业务，注册用户超过 450 万，还有企业打算前来
“抢滩”，“未来一旦平台倒下，谁来收尾就将成为一
个问题。”

商家、平台、消费者都不在一个地方，消费却依然
可以实现，这是互联网经济的魅力，但也给消费维权和
监管带来了种种难题。

以互联网民宿行业为例，互联网民宿企业对资源
的审核很多时候仅仅是基于房东上传的内饰照片等，
对其是否具有营业资质、消防条件如何、实际的地址和
交通便利程度、是否如描述中声称提供的设备设施实
际状况等问题均没有足够的核查。

此外，诚信体系的缺失也是共享经济企业面临的
一大共性问题。共享单车被上锁、二维码和车架号被刮
坏、藏进绿化带和自家车棚甚至还有网民直播将共享
单车扔进河里……共享资源遭遇恶意损毁后常常面临
难以追责的局面。

监管“小步快跑”追上新业态

宁海说，对 1300 名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
七成的消费者认为共享单车值得推广；从民宿的体察
结果来看，也有高达 67 . 5% 的体察者喜欢民宿的个性
化特色，这说明消费者对共享经济是非常欢迎的，“企
业应在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提供便捷高效的服
务方面下功夫。”

“随着上海的共享单车市场进入了‘饱和’时代，企
业如何更好地服务、政府如何精准监管将成为市场新
的主题。”徐道行说，上海多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还将
推进停车位“电子地图”建设，避免共享单车“泛滥”给
周边居民带来困扰。

上海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副处长孟凯介绍，目前，
共享单车的相关团体标准已经完成编制，三个系列团
体标准由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和天津市自行车电动
车行业协会牵头，包括了生产企业、运营企业、检验检
测机构，这也是国内首个依托区域协作制订的团体标
准。

孟凯说，《共享自行车技术条件》产品标准主要针
对共享单车产品质量和安全要求，根据共享单车特点
增加了车辆维修要求和报废时限要求，实现产品质量
全过程管理；而《共享自行车服务规范》则包括了居民
关心的设施设备维护要求、押金管理、投诉举报使用
人诚信体系管理和使用者伤害赔偿等内容。“市场主
体自我制定、自主承诺执行的团体标准上线后，企业
未来就需要按照标准执行，标准将有助于强化市场主
体自律，促进新生行业的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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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单车为例，上海的城市承

载力已经接近饱和，但还有企业打算

前来“抢滩”。“未来一旦平台倒下，谁

来收尾就将成为一个问题

新华社石家庄电
(记者巩志宏)记者 14
日从河北邢台市环保局
了解到，这个市今年将
关停 2 家电厂、3 家大
型煤矿，以改变“工业围
城”带来的严重大气污
染现状。

记者了解到，目前
邢台市内有钢铁产能
800 万吨、煤化工产能
7 0 0 万吨、平板玻璃
1 . 8 亿重量箱、火电装
机 300 万千瓦。同时，
84% 的燃煤集中在市
区及周边。产业结构过
重、布局不合理，成为邢
台市大气污染的根本原
因。

邢台市即将关停的
两家电厂分别是冀中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热
电厂、邢台东庞通达煤
电有限公司邢东热电
厂，有 5 台、共 7 . 2 万
千瓦的燃煤机组，年燃
煤量 40 万吨。三家煤矿
分别是冀中能源邢台
矿、冀中能源显德汪矿、
冀中能源章村矿(三井、
四井)，可退出煤炭产能
423 万吨/年。

同样为大气污染困
扰的石家庄市，也面临
着电厂、化工、制药等
“围城”现象，其中，市区
周边有 26 家大小电厂、
年耗煤量近 3000 万吨。
记者从石家庄市政府了
解到，按照规划，今年石
家庄将完成三环路内
19 家高排放企业搬迁
工作，目前已有 14 家企
业迁出，今年底前石钢、
河北维尔康药业等 5 家
企业将全部完成搬迁改
造任务。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表示，大气
污染治理已进入攻坚期，今年河北将实施工
程减排与结构减排并举，着力在优化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和空间布局上下功夫。

全省各设区市和污染严重的县(市、区)
将制定实施大气质量限期达标、城区工业企
业调整退出、工业园区调整等规划，明确年度
目标、路径和措施，并严格督导考核，确保治
理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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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几名农民在黑龙江省汽车农机大市场挑选农机。

时下，黑龙江省冰雪尚未融尽，黑土地上已涌动备春耕热潮。许多农
民来到位于冰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汽车农机大市场挑选农机，为即将
到来的春耕做好“硬件”准备。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北大仓”：购农机备春耕

据新华社深圳 3 月 16 日电(记者孙飞、陈
宇轩)16 日晚间，恒大集团发布公告称，恒大集
团与深圳地铁集团在当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恒大将公司下属企业持有的万科股份
(约占万科总股本 14 . 07%)的表决权不可撤销
地委托给深圳地铁行使，期限一年。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随着万科董事会换
届的即将来临，其股权争议的解决也将“柳暗
花明”。

已持续近两年的万科股权之争，受到市场广
泛关注。从宝能与万科管理层的“隔空叫板”，到华
润表达争议形成“三国杀”，再到恒大不断增持促
成“四人麻将”局面……而在万科股权之争错综复

杂的同时，对于万能险等金融创新的争议，也引
起各界讨论。

今年以来，万科股权之争不断发生新进
展，事件解决迎来转机。1 月 12 日，万科发布
公告称，华润将其所持有万科 15 . 31% 的股
份转让给深圳地铁，深圳地铁成为仅次于“宝
能系”的第二大股东。

在华润退出后，“宝能系”持有万科
25 . 40% 的股份，深圳地铁持有万科 15 . 31%
的股份，恒大持有万科 14 . 07% 的股份，安邦
持股 6 . 18%，万科管理层通过金鹏计划持有
4 . 14%。而在此次恒大将表决权委托深圳地
铁行使后，深圳地铁的表决权将超过 29%。

“最理想情况下，万科管理层有望获得来
自深圳地铁、安邦等方面的支持，这将大大超
过宝能系的表决权。”一位证券分析师表示。

“在深圳地铁进入并获得恒大委托的表
决权后，万科事件或将迎来比较好的结局。”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认为，“期待深
圳地铁入股万科后，能与万科相得益彰，为公
司带来更好发展。”

早前，宝能集团也于今年 1 月发布公告
称，“作为财务投资者，支持万科健康稳定发
展。”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事态的解决正朝着建
设性方向发展，市场对万科公司的稳定发展也
更具信心。

恒大公告将持有万科股份表决权委托深圳地铁

万科之争或“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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