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乌拉圭总统穆希卡举行会谈
强调中乌在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进程中携手共进
中国经济网

今日 16 版

网址：http://www.ce.cn
手机：http://wap.ce.cn

ECONOMIC DAILY

2013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代号1-68
第 10907 号（总 11480 号）

农历癸巳年四月十九

经济日报社出版

4 月份工业利润实现平稳增长
增速比 3 月份提高 4 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工业企业
财务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至 4 月，
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6106.9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4%，增速比一
季度回落 0.7个百分点。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 长 总 体 较 为 平 稳 ，当 月 实 现 利 润
4366.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3%，
增速比 3 月份提高 4 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回落 2.8 个百分点。
“从增速看，
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与

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速基本相
当。”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于建勋博士表
示，
利润增速比上月加快主要受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三个行业
的拉动，
当月新增利润金额主要集中在
这三个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于建勋分析认为，4 月份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
原因是煤炭价格持续下降，发电成本
降低；汽车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
要原因是汽车市场需求较好，企业销

售增长较快，尤其是新车型市场销售
较旺。同时，4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速加快，还与上年基数变化有关。
今年 4 月份 9.3%的增速是以去年 4 月
份 下 降 2.2% 为 基 础 ，而 3 月 份 增 长
5.3% 是 以 去 年 3 月 份 增 长 4.5% 为
基础。
统计显示，1 月至 4 月，在 41 个工
业大类行业中，有 30 个行业利润比去
年同期增长，8 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
期减少，3 个行业由去年同期亏损转
为盈利。

两部重要党内法规公开发布
对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和备案工作作出部署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经
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
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今日公开发
布。这两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发
布，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制定条例》 共分七章、三十六
条，对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制定原
则、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

布、适用与解释、备案、清理与评估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备案规定》 共
十八条，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
案的原则、范围、期限、审查、通报
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两部党内法规全文见五版）

汛前三峡加速腾库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
钱彤）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乌拉圭总统穆希卡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就发展双边关系及拉中
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强调，中乌建交 25 年来，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使两个国情差
异大、相距遥远的国家成为好朋友、
好伙伴，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的范例。乌拉圭提出了建设中等发达
国家的目标，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
斗。中方愿同乌方加强交流合作，分
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中
乌关系走得更稳健、更深入。
习近平指出，中乌双方要加强全
方位交往，保持高层接触，密切立法
机构、政府、政党往来，积极开展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巩固和深化政治互
信。双方要采取切实措施落实两国经
贸合作五年规划，执行好汽车制造、
电信、金融、化工等领域现有合作项

目，商签促进相互投资协定，确定重
点合作领域。促进贸易产品多样化，
为各自优势产品进入对方市场创造便
利。中方支持中国企业参与乌拉圭港
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双方要开
展农牧业交流合作，积极探讨在乌拉
圭设立中拉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双方
要加强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密
切青年交往。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增加发展中
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穆希卡表示，乌拉圭人民高兴地
看到中国正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乌方
愿着眼长远，同中国加强交往，增进
了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互利合作
关系，携手发展。希望双方创新思路
和方式，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提升高
附加值产品份额。乌方欢迎中国企业
前往投资，在汽车制造组装、羊毛深
加工等方面拓展合作。
穆希卡介绍了拉丁美洲一体化进
程和南方共同市场建设。他强调，中

国是拉美国家的重要伙伴，拉美国家
重视中国，欢迎中国积极参与本地区
发展，希望同中国加强经贸等领域合
作。乌拉圭愿为促进拉中关系及南方
共同市场同中国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表示，再过几天，我将对
拉美和加勒比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
方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联合自强不断
迈出新步伐感到高兴。建立以中拉合
作论坛为核心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
有助于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深化中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造福双方人民，将成
为中拉合作新亮点和南南合作新典
范。中方愿同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加
强对话与合作，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
前迈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经
贸、教育、信息通讯等领域双边合作
文件签字仪式。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杜马主席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
者钱彤）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
席纳雷什金。
习近平首先请纳雷什金转达对普
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他
说，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在于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提供坚定支持，
这是两国关系强大生命力所在。中
俄相互支持是全面的。一是体现在
涉及彼此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二是体现
在对方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等严重困
难时。三是体现在处理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希
望双方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相互进

一步提供坚定支持。
习近平说，中俄高度的政治互信
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今年 3 月，我对俄罗斯进行了
访问，同俄方领导人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和协议，涉及两国合作的方方面
面。全面扩大中俄各领域合作符合当
今时代潮流，是两国共同发展的需
要，顺应两国人民的期待。希望双方
继续共同努力，充分用好中俄高水平
政治关系优势，密切双方各党派交流
合作，积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推动
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全国人大和
俄罗斯国家杜马长期以来的友好交
往，预祝双方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取得圆满成功。他说，希望两国立法
机构充分发挥代表性强、联系广泛的
优势，深入开展交流与合作，密切在
多边议会组织框架下的协调配合，为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发挥
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纳雷什金转达了普京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
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良好。无论在地
区还是国际事务中，俄方都视中方为
最重要和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俄
方愿加强与中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
作，密切在多边组织中的协调配
合，为俄中友好的世代相传作出不
懈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
长王晨参加了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自 5 月 7 日三峡水库启动生态减淤调度以来，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水位以每天约 0.3 米的速度快速消落。截至
5 月 26 日 8 时许，水库水位跌至 153.59 米，已从最高水位跌落 20 多米，距离防洪控制目标水位还有约 8 米。图为一艘货
轮准备通过三峡船闸。
肖佳法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
者钱彤）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多尼伦。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处
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
期。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
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
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习近平表示，我期待着 6 月上旬

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就双方共同
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
沟通，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积累共
识，推动合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这次会晤将会取得重要积极成
果，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
繁荣。
多尼伦表示，美中两国有着广泛
的共同利益，一个积极、建设性、在

夏季用电高峰来临，往年紧俏的煤炭却风光不再——

全国就业人员逾7.6亿人

煤 炭“ 黄 金 十 年 ”是 否 结 束
本报记者

立夏已 20 多天，一些地区已经开启了
空调制冷，夏季用电高峰悄然来临。往年
这个时候，为了保障群众用电，供电公司早
已开始紧盯各发电单位，避免出现由于煤
价高涨而导致电厂不买煤、停止发电的紧
急状况。严重的时候，供电企业不得不四
处向外省购电，甚至在“迎峰度夏”的时候
拉闸限电。
“今夏用电保障充足，不会缺电。”山西
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处长赵兴
泉告诉记者，目前，
“ 全山西省省调发电厂
存煤 557 万吨，可供使用 28 天，远高于前
些年的库存量。”

刘存瑞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煤炭市场。往年价格
一路高涨的紧俏货煤炭，现在却买家难寻，
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冰火两重天。据 5
月 22 日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显
示，环渤海地区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的
综合平均价格报收 611 元/吨，继续“阴跌”。
“当前煤炭市场延续了去年 5 月份以来
的态势，库存居高不下，价格大幅下降，企业
经济效益下滑，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表示。据统计，一
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亏损面达到
22%，同期利润下降了 40.3%。
经过了煤炭市场“黄金十年”，一向财大
气粗的煤炭企业也不得不开始勒紧裤腰
带。
“为了节约成本，我们集团各单位都降低
了薪酬。同时，办公经费也削减了 20%，车
辆使用也开始严格控制。”晋煤集团一位工

李

农民工总量 2.6 亿人

哲

作人员透露道。记者了解到，在“山西第一
企”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人甚至因为打
印文件时字号过大，而被领导在大会上严
厉批评不懂得节约。
煤炭市场如此不景气原因何在？记者
走访了解到，此次行业疲软并不是简单的
周期现象，而是国内外、行业内外各种因素
互动的结果。
首先，由于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国际煤
炭市场出现产能过剩，因而这些产煤国纷
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1 月至 4 月，我国进口煤炭 1.1 亿吨，同
比增长 25.6%，大量具有价格优势的进口
煤挤压了国内煤企的生存空间。
其 次 ，下 游 产 业 需 求 不 足 。 电 力 、钢
铁、化工等行业是煤炭最主要的供应对象，
然而，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钢铁企业产

更高水平发展的美中关系，对两国有
利，对亚太地区和世界也有利。美方
坚定致力于同中方加强交往与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
挑战。奥巴马总统十分期待即将同
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就美中关系和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
推动美中关系未来取得更大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美方愿同中方一道，积极
筹备，确保两国元首会晤取得成功。
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能过剩、化工行业利润下降等现象直接导
致了煤炭需求不足。而形势最为严峻还是
电煤，截至 5 月 10 日，六大电企（浙电、上
电、粤电、国电、大唐、华能）电厂库存总量
为 1595.59 万吨，可用 23.9 天，在高库存的
同时，随着汛期临近，水电将进一步挤占火
电空间。
第三，行业内部产能扩张。2008 年结
束的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是山西
省近年来最大的动作，山西一举进入了“大
矿时代”，其特征就是办矿主体大幅减少、
矿井现代化程度和资源利用率大幅提高，
随之而来的就是产能扩张。而近年来，随
着勘探、开采技术、运输能力等因素的变
化，内蒙古、陕西、新疆等产煤大省（区）的
产能扩张步伐迈得更大。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 5 月 27 日讯 记者苏琳报道：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今天发布的《201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6704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284 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710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88 万
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33.6%；第二产
业就业人员占 30.3%；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 36.1%。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 16336 万人。
公报同时显示——

五项社保基金收入 28909 亿元
2012 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不含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合计 289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66 亿元，增长
率为 20.2%。基金支出合计 221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27
亿元，增长率为 22.9%。

全国参加城镇医保人数 53641 万人
2012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5364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6298 万人。

全国人才资源总量 1.2 亿人

新国企走上
市场竞争前台 2 版

监管不能
重批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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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商品创新
还得加把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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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石油巨头
涉嫌操纵油价

截至 2010 年底，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全国人才资
源总量达到 1.2 亿人，比 2008 年增加 780 万人，人才资源总
量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 11.1%。

去年全国共录用公务员 18.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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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圆满完成 2012 年公务员录用
考试任务，全国共录用公务员 18.8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