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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9 月 10 日电
(记者姚琪琳 、耿学鹏 )反对“萨
德”的韩国民众 8 日在韩国总统
府青瓦台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敦
促政府撤除“萨德”。此前一天，
美韩完成“萨德”系统在韩“临
时”部署。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政府在
“萨德”部署问题上无视民意并且
立场反复，遭到民众和在野党“围
攻”。如何弥合因“萨德”产生的社
会分裂，摆脱外交困局，是文在寅
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部署引发质疑

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激
烈冲突后，美国和韩国军方于 7日
清晨将“萨德”反导系统剩余 4 台
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入韩国
庆尚北道星州美军“萨德”基地。

为安抚人心，韩国总统文在
寅 8 日晚紧急发表声明辩解称，
此次部署是根据安全局势的严峻
性和紧迫性而进行的“临时”部
署，“萨德”系统的最终部署将在
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后再做决定。

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
批评称，“临时”部署的说法不过
是一种“政治狡辩”。在事实上已
经完成“萨德”系统部署的情况
下，政府的这种说法不过是托词。

有分析认为，虽然即将启动
的部署地环评程序号称严谨科
学，但很难不被认为是在“走过
场”，目的不过是给“萨德”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身份。

文在寅政府上台 4 个月来，对于“萨德”部署问题的表
态几度改口，备受诟病。上台之初，文在寅曾下令彻查“萨
德”发射架秘密抵韩事件。而此后不久，却又开始强行推动

“萨德”部署。7 月 28 日，韩国防部宣布将在部署地开展环
评，并依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部署。然而，仅仅一天后，文
在寅就表态，为应对朝鲜导弹威胁，将“临时”部署剩余 4
辆“萨德”发射车，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各方分裂加剧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文在
寅的支持率自上任以来首次跌破 70%。分析人士认为，如
果文在寅政府无法弥合国内社会分裂，其支持率可能会进
一步下跌，并动摇其执政基础。

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曾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多次批判
部署“萨德”系统的决策，其支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对部署

“萨德”持消极立场。此次文在寅政府一意孤行强行完成“萨
德”部署，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撕裂了民意。

在 8 日于青瓦台前举行的反“萨德”抗议活动上，民
众代表批评文在寅“背叛”了其支持者。他们说，文在寅竞
选时承诺将重新审视“萨德”部署决策，并在当选之初强
调部署前应当完成必要程序，而如今却在没有与公众和
国会协商的情况下下令继续部署，其所做之事与前任政
府无异。

在野的正义党对“临时”部署提出了尖锐批评，称新
政府上台后全然背弃当初提出的就“萨德”部署进行真相
调查、付诸国会讨论、开展环评的三大承诺。在野的国民
之党则批评文在寅提出的“临时”部署表述只会继续撕裂
舆论。

保守阵营也批评文在寅政府在“萨德”问题上出尔反
尔，并借机抨击文在寅政府摇摆不定的安保政策。

外交僵局难解

分析人士指出，文在寅上台后，韩国周边外交形势错综
复杂，其外交安保政策备受关注。然而，从上台伊始的“四强
外交”口号，到近期的对美一边倒政策；从主张对话改善韩
朝关系，到要求采取切断对朝原油供应的最严厉制裁；文在
寅的外交安保政策与其对待“萨德”的立场一样，摇摆不定，
甚至前后矛盾。

民众对外交安保现状感到不满也成为导致文在寅支持
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

文在寅声称，朝鲜的核导威胁不断升级，加剧了韩国的
安保严峻形势，因此部署“萨德”是现阶段韩国政府所能采
取的最佳措施。

然而，韩国《京乡新闻》在社论中指出，部署“萨德”非但不
能帮助文在寅政府解决朝核问题，还将是麻烦的开始。部署

“萨德”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外交安保决
策，也是错误的决策，将使韩国与中国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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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10 日
在南昌发布的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显
示，证券业等金融行业利润普遍下降，制造业
人均利润增长近三成。

业内人士称，数据上看，“虚”“实”经济体
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缓解，但从企业发展
看，制造业仍需应对诸多挑战和压力。

证券业人均利润仍远超制造业

榜单数据显示，证券业近两年的日子相
对不好过，人均利润下降 49 . 24%，但与制造
业相比，证券业等金融业的利润率仍高出不
少。

延续去年营收下降的趋势，国泰君安证
券今年上半年营收 1 1 1 亿元，同比下降
18 . 99%，其 2016 年的营业收入为 257 . 65 亿
元，同比下降 31 . 47%。

这只是证券业萎缩的一个缩影。和上年
比较，500 强企业中证券业企业营收普遍下
降，人均利润减少 5 6 . 7 4 万元，下降
49 . 24%，在服务业各行业中，降幅最大。

“和 2015 年牛市行情中券商的高增长相
比，2016 年市场交易量、信用业务下降不少，
券商利润也随之下降。”信诚资本基金经理杨
仲华说，此外，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也是利率
减少的影响因素。

银行业利润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今
年 500 强企业榜单数据显示，17家上榜的商
业银行营收下降 3 . 69%，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营业收入全部出现负增长，行业人均利润减
少 2 . 58 万元，同比下降 4 . 2%。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业就不赚钱了。
《2017 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证券
业收入利润率高达 24 . 61%，商业银行紧随

其后，达 22 . 63%，均高于制造业相关行业。
和制造业相比，证券业等金融行业的人均

利润也高出不少。报告显示，商业银行的人均
利润最高，达 63 . 52 万元，证券业为 58 . 75 万
元。虽然制造业人均利润增长不少，但也仅有
7 .49万元。

制造业盈利好转，部分企业

仍然艰难

从上榜今年 500 强的制造业企业看，部
分行业复苏趋势明显，但部分企业仍然艰难。

2017 年度的 500 强企业报告显示，我国
制造业企业 5 0 0 强企业共实现净利润
9728 . 87 亿元，与上年相比大幅增长 29 .57%，

扭转了自 2015年以来连续两年净利润负增长
的趋势。

“制造业表现较好的原因有二：企业投资
扩张的速度有所放慢，利润留存稍多；企业内
部管理有所提升，在降成本等方面把得更严，
使利润增长有所支撑。”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杨杜说。

此外，兼并重组也是制造业企业规模增
长、净利润增加的重要推力。如，中国电子所
属中国长城在资产重组后，2017 年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约 3 . 5 亿元，同比增长 66 . 01% 等。

今年的 500 强数据显示，119家制造业企
业去年实施了并购重组，共完成并购重组 878
次，实施并购重组的企业数与上年持平，但并
购重组的次数比上年增加 439 次，增长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利润主要还是来
自少数盈利强势企业，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在
艰难求生。数据显示，净利润超 100 亿元的制
造业企业有 24 家，合计净利润占制造业上榜
企业净利润的 49 . 84%。

“虚”“实”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

金融业向下，制造业向上，“虚”“实”经济
体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但全球经济仍在深度
调整期，我国制造业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今年上榜 500 强的 245家制造
业企业共实现净利润 5493 . 1 亿元，占 500 强
净利润总额的 19 . 42%，一改过去五年净利润
占比连续下降态势。

榜单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净利润合
计占 500 强企业净利润总额的 32 . 74%，比例
连续三年下降。

“制造业利润占比和五大银行利润占比的
一增一减，说明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状
况有所缓解。”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
宏任说。

但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和
逆全球化抬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企业经营
成本持续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
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工业和信息化
部总工程师张峰说。

为了应对压力和挑战，不少制造业大企业
选择与互联网、金融等融合发展。如，美的集团
正在实现数字化，让企业价值链的所有流程从
物理形态进入数字世界。

张峰说，振兴实体经济归根到底要靠企
业，企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坚
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 (记者许晟、沈洋、
余贤红、高一伟) 新华社南昌 9 月 10 日电

金融业“减利”日子仍好，制造业“增利”压力犹存
从中国企业 500 强看经济“虚”“实”新动向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姜琳、朱
涵)钢价涨了、煤价涨了，最近原料纸价也一路
飙升，有些品种甚至一年上涨一倍多。“炒房炒
股，不如炒纸”已经不是一句笑话。

纸价为何暴涨？使用纸包装的食品、礼品、
日用品会涨价吗？书、杂志、报纸生产成本会增
加吗？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进
行了调查。

一月涨 4 次，“从业 15 年没见

过这么高的纸价”

与每个人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纸制品涨
价了，但却少有人知道，从去年底至今，原料纸
市场经历了怎样的急速上扬行情。
记者采访发现，仅 8 月份，全国大部分纸厂

进行了 3 至 4 次提价，包括瓦楞纸、白板纸、生
活纸、新闻纸、铜版纸在内的原纸，每吨上涨
300 至 900 元不等。其中用来做纸箱的瓦楞纸
和白板纸价格涨幅最大。

“从业 15 年从没见过这么高的纸价，一年
时间瓦楞纸已经从 2200 元每吨飙升至 5000 元
左右每吨，上涨一倍多。”吉林东昊包装公司负
责人崔德臣说。

崔德臣告诉记者，去年 9 月份以来，纸价
进入上涨通道，共经历了两大波上调，每一波
都要涨几十次。最近这波就是从今年 8 月份开
始的。

纸价“脱缰”上涨，给造纸行业带来前所未
有的好业绩。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沪深
A 股造纸企业大部分净利润翻番增长，如山东
太阳纸业同比增长 150%，山鹰纸业同比增长
450 . 95%，岳阳林纸同比增长 496 . 61%，山东博
汇纸业同比增长 516 . 88%。而下游企业则不堪
重负。以包装行业为例，主营纸箱包装的上市公
司上海界龙实业集团，2016 年净利润同比减少
92 . 92%，2017 年上半年净利润下跌 495 . 61%。
中小型包装厂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多因素推高纸价，大型纸企紧

握定价话语权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期纸价暴涨，主要是原
辅材料价格攀升、环保力度加大、市场需求增加
等多重因素导致。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介绍说，今年以
来，纸浆市场量价齐升，目前国内已经涨到
2200 至 2700 元每吨，而去年年底才 1700 至
1800 元每吨。究其原因，一是商品纸浆货源偏
紧；二是由于我国加强了对造纸主要原材料之
一的进口废纸的管理，导致进口量减少，价格大
幅上扬。

环保力度加大也是纸企涨价的重要原因。
一家年生产能力 20 万吨的造纸企业负责人坦
言：“这几年环保要求提高，一批中小型造纸厂
关停或者整合改产，纸厂开工率较低，库存减
少、供应量下降，纸价自然会提高。”

记者采访的多个企业还反映，煤、油、气等
辅料价格回升以及运输费用的增加，也助推了
纸价上升。

另外，8 月底是传统的纸张购销旺季，为保
证国庆节、中秋节等节日促销，商家都在提前备
货。“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供需关系紧张也带来
了近期价格快速提升。”赵伟说。

不过，在下游企业看来，这些因素都不足以
支撑纸价涨得如此之快之高。伴随行业兼并重

组的加快，不少中小企业“出局”，“大型纸企
牢牢掌握了定价话语权。龙头企业提价，地方
造纸厂紧跟其后。”业内人士称。

消费端现涨价苗头，“不得已

根本不会提价”

专家分析认为，由于造纸行业下游产业
大多产能过剩，企业轻易都不敢调价，因此消
费者目前感受还不太明显。但原料纸价如果
继续上涨，企业难以消化成本上涨压力，最终
可能会向消费端传递。

广州一家卖箱包的淘宝店主，近期就将
产品单价略微提高了 0 . 5 至 1 元钱不等。

“竞争非常激烈，不得已根本不会提价，实在
是最近纸箱太贵了。”她说。

据卓创资讯生活用纸分析师张雪松预
测，由于 9 月份浆价下行可能性不大，卫生
纸、湿纸巾等生活用纸价格将面临涨价压力。

事实上，9 月份头一周，玖龙、联盛等纸
业巨头已发出了新一批涨价函。记者发现，
一些纸厂已拒绝提供现货，给买家排号；中
间贸易商也加大囤货力度。有的纸箱厂陷入
无纸可做、停工歇业的困境。此外，一些报社

新闻纸也库存告急，在国内市场买不到货。
“现在我们不敢问价，直接问有没有货。”

山东济宁嘉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兆运无
奈地说，从 7 月下旬开始，我国限制进口废
纸，据环保部消息，今年底将完全禁止废纸进
口，原材料供应将进一步趋紧。

“废纸是全球都在积极利用和争夺的一
种可再生资源，占我国造纸原料比重高达
65%。新闻纸百分之百是利用废纸生产。”赵
伟说。他建议，通过提升废纸标准、加强管理
等综合治理方式，既保证原料供给，又解决环
保问题。

“大型纸企牢牢掌握了定价话语权”

纸价 8 月飙 4 次，9 月又来涨价函

（上接 1 版）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愿同希腊以及各
国一道，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创造
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在更好造
福各自人民的同时，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向好，实现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齐普拉斯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具有悠久灿烂文明，在当
今世界发挥着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希关系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迅速，中国担任本届萨洛尼卡国际博
览会主宾国表明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将有力
地促进双方互利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萨洛尼卡国际博览会是巴尔干和东南欧地区最有影响
力的展览会之一。此次中国贸促会组织 100 多家中国品牌
企业参展，展区面积近 6000 平方米，集中展示了中国在交
通、电信、能源、智能制造、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韩国政府在“萨

德”部署问题上无视

民意并且立场反复，

遭到民众和在野党

“围攻”。韩国最新民

调数据显示，文在寅

的支持率自上任以

来首次跌破 70%

▲河南省一家造纸公司，员工在车间内搬运纸张。 新华社资料片

■纸价脱缰

“炒房炒股，不如炒纸”：有
些品种一年涨一倍多
“从业 15 年从没见过这么

高的纸价”：仅 8 月份，全国
大部分纸厂进行了 3 至 4 次
提价
“上游欢喜下游愁”：纸价

“脱缰”给造纸行业带来前所
未有的好业绩，下游企业则
饱受煎熬

■事出有因
原料吃紧：商品纸浆缺货

源，进口废纸量减
环保因素：一批中小型造

纸厂关停或者整合改产，供
应量下降

成本上升：煤油气价回升，
运输成本增加，也助推纸价
上升

■带头大哥
不过，在下游企业看来，

这些因素都不足以支撑纸价
涨得如此之快之高。伴随行
业兼并重组的加快，不少中
小企业“出局”，大型纸企牢
牢掌握了定价话语权

■谁来买单

向消费端传递：目前下游
企业轻易不敢调价，消费者
感受并不明显，但纸价如果
继续上涨，最终可能会向消
费端传递

纸业巨头凶猛：9 月份头
一周，纸业巨头已经发出了
新一批涨价函。一些纸厂拒
绝提供现货，中间商也加大
囤货力度

用纸单位很苦：有纸箱厂
停工歇业，一些报社新闻纸
库存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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