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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数据解读

本版编辑 周 雷 许红洲

点评：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全国银行卡交易金额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

达到 100.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4%。随着居

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以及银行卡受理环境的持

续改善，银行卡为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

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过近几年来的快速发展，银行卡支付越

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 36.94 亿

张，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商户 516.82 万户，

联网 POS 机 762.98 万台，ATM 机 44.25 万台，一

个高效便捷的银行卡受理网络已经形成。

实践表明，银行卡支付为消费者带来完全

不同于现金支付的消费体验，消费者的消费决

策会更加快速，消费行为会更加活跃。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全国银行卡渗透率达 47.2%，较

上年同期提高 6.7 个百分点；银行卡人均消费金

额达到 4904.04 元，同比增长 60.29%；银行卡卡

均消费金额为 1797.68 元，同比增长 34.66%。随

着银行卡支付的逐渐普及，银行卡对消费的拉

动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信用卡具有消费信贷的功能，其刺激消费

的效应更为显著。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

国信用卡累计发卡量 3.43 亿张，信用卡人均持

卡量为 0.26 张。与此同时，银行卡信贷规模上

升，第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授信总额为 3.66 万

亿元，同比增长 31.36%；信用卡卡均授信额度

1.07 万元，信用卡授信使用率达到 36.94%，较上

年同期上升 9.95个百分点。

随着持卡人数量快速增长，用卡环境和服务

水准的提升就成为促进银行卡消费增长的关

键。对此，近年来银行业机构大力创新银行卡产

品、优化用卡环境、丰富产品功能、改进用卡服务，

不断满足持卡人便利消费和便捷支付的需求，有

效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 文/王信川

一季度银行卡交易额 100.27万亿元

银行卡拉动消费作用凸现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4 月份，化工行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增速同比加快 1.4 个
百分点。主要化工产品中，乙烯、初级形态的塑
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
13%、4.6%和 7.5%；烧碱、纯碱产量分别增长
5.3%和 1.3%；化肥产量增长 14.5%；农药产量
下降 0.7%；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增长 5.9%。

同时，多数化工产品价格回落。重点监测
的化工产品中，烧碱（片碱）、氯化钾价格上涨，
黄磷持平，其他产品价格比上月回落。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6 亿农民工：收入多了 流向变了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今年 1 月至 4 月，
电子信息产业新开工项目 2456 个，同比仅增长
1.7%，增速低于去年同期 9.6 个百分点，比 1 月
至 3月回落了 0.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电子信息十个子行业中元件、器
件、计算机、信息机电等六个子行业的新开工项
目增长仅个位数增长，广播电视、信息材料等领
域新开工项目数量明显减少，仅家用视听行业
新开工项目增长 40.6%。

前 4 月电子信息业新开工项目 2456 个

4 月 份 化 工 行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2.3%4 月 份 化 工 行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2.3%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一季度，建材商品
出口 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增速同比
加快 15 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国、欧盟、东盟及
金砖国家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增长 16.2％、13.5％、64.2％和 31.3％；
对日本和韩国出口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下降 12％和 2.6％。

今年以来建材商品出口延续去年以来的较
快增长态势，但更多体现在价格上涨。一季度，
建材商品出口离岸价格同比平均上涨 24.1％，
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仅增长 0.2％。

一 季 度 建 材 商 品 出 口 增 长 24.3％

国家统计局 5 月 27 日发布的全国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
量达到 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
增长 3.9%。

农民工人数增幅放缓，是2012年农民工
群体的最大变化之一。据统计，2011年新增农
民工1055万人，增长4.4%。2012年我国新增
农民工983万人，增长3.9%。在接受调查的农
民工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加473万
人，增长3.0%；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加
510万人，增长5.4%，快于外出农民工增幅。

从农民工构成看，农民工平均年龄呈逐
年上升态势。其中，尽管 21岁-30 岁的农民
工占比最大，为 31.9%，但 40 岁以下农民工
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已由 2008 年的 70%下
降到 2012年的 59.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
34岁上升到 37.3岁。

农民工这一构成变化，与我国当前人
口变化走势基本吻合。今年初，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15 岁-59
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较
上年减少 345 万人。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

力有很大一部分会加入到农民工行列中，
但农民工“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改变，
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经济正
处在转型期。

在本次调查报告中，农民工流向和收入
变化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2012 年选择在中西部地区
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而在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虽还在增加，
但在整个农民工中的占比有所下降。此外，
去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去往地级市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这一流向的变化，一方面是我国东部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结果，一方面也折射
出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即一些中小型
城市经济枢纽作用正在不断凸显。

农民工收入变化的调查一经发布，即引
发社会热议——2012 年末，外出农民工人
均月收入水平为 2290 元，比上年提高 241
元，增长 11.8％。此前，一项针对 2012 年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69%大学毕业
生起薪不到 2000元。

“大学生毕业起薪不如农民工”，一些专
家对这一现象并不感到意外：农民工收入增
加是得益于市场本身，而不是政策环境的因
素。农民工干的活大学生不愿意干，而刚毕
业的大学生又大多缺乏经验或学非所用，需
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调整。

不过，专家同时也强调指出，农民工
越来越难招，大学生越来越难就业，这看
似矛盾的现实，正说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
中结构性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未来需在转
方式中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此外，社保、住房、教育等困扰广大农
民工的问题依然存在。调查显示，外出农民
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仍
然较低。2012 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
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和 生 育 保 险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4.3% 、 24% 、
16.9%、8.4%和 6.1%，不仅覆盖面均未超过
30%，且环比增幅均不到 0.5%。

鉴于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应积极顺应工
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坚持推进体制改
革，从户籍、土地、财政、社会保障等多方
面加强制度设计，强化社会管理创新，让农
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
的发展权。

近期市场有起色

“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庞大的基础设施建
设市场，是水泥、钢铁等原材料工业商品需求
的持久源泉。”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
长孔祥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说，市场对水
泥商品的需求增长至少还会持续 10 年，所谓
的水泥市场需求下降拐点还没有到来。

据中经水泥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经
初步季节调整，一季度全国水泥产量同比增
长 10.8%。数据水泥网提供的数据则显示，
一季度市场需求增速为 8.2%。

“今年一季度 8.2%的增速不仅好于去年
同期，也高于今年全年 6%的增长预期值。”
数字水泥网总裁陈柏林分析说，从全年形势
判断，2013 年水泥需求有可能略好于 6%的
增长预期。从历史规律来看，除 2009 年全
年增速高于一季度以外，其余年份均小于或
略等于一季度，所以 2013 年水泥需求增长
应低于 8.2%。

产能过剩压力大

根据中国水泥协会掌握的在建项目正常

进度情况测算，2013 年全年新点火项目规模
在 1.2 亿吨左右。由此推算，2013 年全国新
增水泥产能增速在 7.5%左右，市场需求大致
增长 6%，产能过剩的压力将有增无减。

“全国新增水泥产能增速 7.5%，意味着
2013 年水泥熟料设计产能将达 17.2 亿吨，实
际熟料产能接近 19 亿吨，相当于水泥产量 31
亿吨。”据陈柏林分析，从区域来看，今年新增
产能增长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占全国
新增产能近一半。

从价格走势来看，今年 3 月份中下旬开
始出现明显的环比改善。“随着南方地区需求
开始逐渐恢复，销量走旺，库存大幅下降，价
格回升明显。”陈柏林说，决定行业效益依旧
将更多取决于行业企业是否能通过供给的有
效约束，维持较好的供需形势，抑制新增产能
增长。

专家分析，短期内新增产能仍然大于市场
需求增量。数据显示，2012 年水泥行业产能

利用率在75%以下，部分省市全年停窑时间达
150天。“今年年初本是去库存的时期，但去年
新增1.6亿吨熟料产能在年初集中释放冲击了
一季度8.2%的市场增量。”孔祥忠表示。

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已引起政府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5月10日，国家有关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
目扩张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严禁核准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坚决停建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对于违规项目、机构
和人员将予以严肃查处，进行问责。

突出问题待解决

“随着水泥行业将步入稳定期，除了产能
过剩以外，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有效解决，以
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孔祥忠认为。

一是完善产业布局问题。截至 2012 年
年底，国内前 10 家大型水泥集团熟料产能已

占全国的 48.93%，水泥产量占全国的 31%，
熟料产能达 1 亿吨以上的企业有 2 家。但我
国水泥行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
距，亟待提高。孔祥忠还提出，大企业是水泥
行业兼并重组的主力军，在兼并重组过程中，
大企业所承受的困难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产能转移问题。据分析，未来市场
需求的增量在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的水泥
产能渐处一个去产能化的过程。“研究国际市
场需求，将我们先进的技术、装备、人才和优
质熟料向国际市场转移；通过水泥产业链延
伸，控制更多的商品混凝土市场。再通过水
泥标准修订，将生产水泥过程中添加的混合
材用量转移到商混中，降低水泥产量。”针对
产能转移问题，孔祥忠提出了两个办法。

三是环保和资源利用问题。“目前国内
2000 多家水泥粉磨站需要解决粉尘污染问
题，1000 多条熟料生产线需要解决有害气体
排放问题。”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中国水泥
协会会长乔龙德在日前召开的 2013 国际水
泥峰会上表示，在节能减排方面，即使是我国
比较优秀的水泥企业，与世界领先的水平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水泥总产量占全球
的 54%，要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水
泥行业责任重大。

水泥需求增长难敌产能扩张
本报记者 祝君壁

近年来钢铁业运行状况持续恶化，以往

粗放发展的路子已走到尽头，亟待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提出，满足下游行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要求，以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转

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

为支撑，提高质量，扩大高性能钢材品种，

实现减量化用钢。

发展高强钢筋则是促进钢铁业结构调整

的一个抓手。高强钢筋指屈服强度达到 400

兆帕级及以上的带肋钢筋，强度高、综合性能

优是节材节能环保产品。据估算，在“十二五”

期间，如果 400 兆帕级及以上高强钢筋生产比

例提高到 80%，每年将可减少钢筋使用量 1000

万吨左右，减少铁矿石消耗 1600 万吨左右，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2000万吨左右。

从国际情况看，欧美等国早已普遍采用

500 兆帕级钢筋，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400 兆

帕以上的钢筋采用率达 80%-90%。而我国仍

在广泛采用低强度的 335兆帕钢筋。

去年，工信部和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快

应用高强钢筋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明确

的时间表，2013 年年底在建筑工程中淘汰 335

兆帕级螺纹钢筋。2015 年年底高强钢筋产量

占到螺纹钢筋总产量的 80%，在建筑工程中使

用量达到建筑用钢筋总量的 65%以上。

据了解，截至 2013 年 2 月 18 日，我国具

有 400 兆帕和 500 兆帕级别钢筋生产能力的企

业分别达到 326 家和 116 家。同时，历年抽查

数据显示，现有高强钢筋产品抽查合格率较

高，产品质量总体可靠。产品标准也适合高

强钢筋的推广，实现了包括 400 兆帕、500 兆

帕在内的等级配置。因此，无论是从生产还

是产品质量来看，均已具备推广高强钢筋的

条件。而产品与设计、施工以及标准的对

接，则是影响我国大规模推广高强钢筋的一

个症结所在。实际上，目前不少在建工程的

设计图纸仍然使用二级螺纹钢筋，其中有习

惯因素，也有成本的考虑。有业内人士就提

出，关于淘汰普通钢筋这一政策面临着市场

应用的问题，因为只要二级钢筋有需求，设

计院还会按照之前的标准设计，钢厂也会按

需求订单生产。

那么，推广高强钢筋的政策如何才能尽快

全面“落地”？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推广应用高

强钢筋机制，督促各地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加强

生产和应用技术指导，强化工程设计、施工图的

审查和管理，形成生产、供应、应用上下联动的

机制；其次，从源头上保证高强钢筋的推广和应

用，加大钢筋产品标准应用和规范的贯彻执行

力度，并坚决打击不按标准生产的违法行为；

再次，加强在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推广，尤其

是加强500兆帕高强钢筋的推广应用。

据了解，今年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推广应

用高强钢筋示范工作会议，对河北、江苏、重庆

等示范地区的有关做法进行交流，总结经验，

分析问题，探讨下一步的措施。相信在典型示

范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企业、设计单位、用户

合力推动，高强钢筋的生产与应用定能走上良

性循环轨道。

加快高强钢筋推广应用步伐
常 理

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
报告显示，一季度，钢铁业
销售利润率为2.3%，行业仍
处于微利状况。当前，钢铁
业亟待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
重品质质量效益转变。大力
推广应用高强钢筋，有利于
节材节能环保，促进产业升
级。据估算，在“十二五”
期间，如果400兆帕级及以
上高强钢筋生产比例提高到
80%，每年将可减少钢筋使
用量约1000万吨

“

中国水泥协会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水泥市场需求增速预

计为6%，略好于2012年水泥产量同比增速的5.74%。水泥市场维持个位数

的需求增速，预示着行业将进入稳定期。当前，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推动行业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