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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

外形势，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经济结

构调整优化，动能转换有新进展，质量效益有新提

升，改革开放有新亮点，新经济新业态涌现，高质

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但是，也要看到，经济发展

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三大攻坚战进入攻城拔寨关键

时期，国际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还需进一步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即

日起，本报推出“展望 2018 中国经济‘下半场’”专

栏，敬请垂注——

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大势不会改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社保缴费社保缴费，，谨防猫腻谨防猫腻

只算经济账 不算环境账

广西贵港市水泥厂“藏污纳垢”
本报记者 曹红艳

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后，部
分数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加之，中美
贸易摩擦预期上升，市场上出现了一定
的悲观情绪。我们认为，虽然面临结构
性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双重挑战，
但下半年宏观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
大势不变。

工业仍将平稳高速增长

下半年，周期类行业和高技术产业
仍将高速增长。从分行业工业生产数据
来看，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影响，
周期性行业的增速由上年底的 0.8%左
右回升至 4 月份的 3.3%左右，回升幅
度达 4.1个百分点，拉动整体工业增长
0.63 个百分点，对整体工业回升的贡
献率达到 90%。预计下半年，大宗商
品价格仍将保持波动上行态势，周期性
行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转型升级
和大量研发投入的支撑下，高技术产业
也将保持平稳高速增长。

此外，基建投资回稳为工业增长提
供需求支撑。下半年，随着地方债发行
速度加快，基建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将
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基建投资大幅快速
下滑的态势将得到扭转，这将为工业增
长带来需求动力。

5月1日，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等
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调降正式
实施，政策红利有望成为增长的新动
力。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设备
制造业增长面临考验。从美国公布的第
一批征税商品来看，主要集中在汽车及
其配件、电子电路、工业设备机械零件以
及其他类似商品。受此影响，机械设备
制造业下半年的增长压力陡然增加。

服务业增长有潜力

5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0%，比上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高
于上年同期 0.5个百分点；服务业新订
单指数达到 50.4%，较上月提高 0.1 个
百分点，表明市场需求保持扩张态势。
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互联网软
件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位于60.0%
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零售、住宿等传
统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服务业总体
水平。

下半年，主要行业将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持续高速增长，增速高达
30%以上，且呈不断提高态势，是服务
业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速
较上月加快。

投资呈平稳回升态势

首先，基建投资增速将稳定在 5%
左右。受财政整顿和金融监管强化的影
响，基建投资的主要融资渠道受到较大
影响，加之上年的高基数，年初以来，
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成为拖累整体
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历史数据
显示，5 月份至 8 月份为地方债发行高
峰期，截至 5 月底，地方债发行不足 1
万亿元，按照全年规划，下半年将会发
行 2.2 万亿元。高频数据也显示，6 月
份的发行规模已经开始增加。随着地方
债供给规模逐步加大，且央行从 7 月 5
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 0.5个百分点，将
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基建资金来源压力
将有所缓解。基建投资增速下滑局面将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预计下半年投
资增速将保持在5%左右。

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回落
至 7%左右。前 5 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速为10.2%，同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土
地购置面积为 7742 万平方米，同比只
增长 2.1%。这意味着在开发商投资
中，用于购买土地的费用大幅增加。这
一观点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数据可以
得到验证。1 月份至 5 月份，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22251亿元，同比增长
45.9%，意味着国有土地价格涨幅惊
人。如果把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土地购
置费项目剔除，则剩余部分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速为-1.5%。在信用收紧的大环
境下，开发商面临融资难度加大和资金
周转率下降等压力，1 月份至 5 月份资
金来源同比增长 5.1%，仅为上年同期
的一半，国内贷款、外资等资金来源均
呈现负增长。因此预计下半年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会趋于回落，增速将回落至
8%左右。

再次，制造业投资上行至 7%左
右。年初以来，制造业投资呈现平稳回
升态势，主要得益于民间投资的快速增
长。在结构性去杠杆环境下，下半年民
间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前期
企业利润情况较好，加之在中美贸易摩
擦压力之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引进消
化再吸收的渠道被封锁，企业自主创新
或将发力，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
或将成为拉动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
要力量。预计制造业投资将继续保持平
稳回升态势，下半年增速回升至 7%
左右。

消费增速下滑趋势有望缓解

1 月份至 5 月份消费增长最令人忧
虑，特别是5月份，消费增速较上月下
滑 0.9个百分点，且不同于投资增长主
要受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拖累，消费增
长表现为除石油制品、通讯器材、家用
电器等之外的全品类增长下滑。预计下
半年消费增速下滑的趋势将得到缓解，
总体呈现平稳态势，增速可达到 9.3%

左右。
原因有四。一是短期扰动因素将消

失。5月份消费品市场增速出现短期波
动主要是受端午节假期 （去年端午节假
期在5月份） 和占比较高的汽车类商品
税收政策调整等因素叠加影响。国家统
计局发布数据显示，若剔除这两个短期
扰动因素，5 月份消费增速将高于 4 月
份。二是居民就业较好和收入较快增长
是消费增长的根本保证。2018 年一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8.8%，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
5月份调查失业率为4.8%，连续三个月
下降。居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增长，将
支撑消费不至于过快下滑。三是消费升
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随着居民收入稳定
增长和有效供给不断增加，消费升级类
保持快速增长，如通讯器材、化妆品类
均保持 10%以上的较快增长，且增速
呈加快趋势。另外，房地产市场景气度
回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家具、装潢、
家电等消费的增长。四是中美贸易摩擦
可能会抑制部分消费。商务部宣布自 7
月 6 日起，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
部分商品的消费，但替代效应也会相应
地增加其他同类商品的消费。

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下半年，CPI 中枢将上移。首先，
数据显示，5月份猪肉价格已经出现回
升迹象。随着供需格局改善，预计下半
年猪肉价格将得到进一步修复。其次，
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调查数据显示，近
年来居民的旅游消费意愿显著上升，在
春节前后可能有更多居民选择旅游出
行，进而放大了旅游价格在春节前后的
波动。因此，旅游价格可能成为未来节
假日前后CPI数据的重要扰动因素。总
体来看，受猪肉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影
响，下半年CPI中枢同比可能高于上半
年。

下 半 年 ， PPI 同 比 增 速 或 将 回

落。从历史数据来看，原油与钢材价
格 是 影 响 我 国 PPI 指 数 的 最 主 要 因
素。在油价超预期上涨与钢价先跌后
升的共同影响下，2018 年 1 月份至 5
月份 PPI 同比走出了先降后升的“V”
形 反 转 。 首 先 ， 从 钢 材 供 需 来 看 ，
2018 年钢材的供需格局较 2017 年出
现了明显改善，预计到 2018 年第四季
度需求的回落将给钢材价格带来下行
压力。其次，从原油价格走势来看，
下半年原油仍然有一定的供需缺口，
原油价格估计仍然呈现波动上升趋
势。总体来看，下半年原油价格仍有
上行空间，但钢材价格可能出现回
落，叠加同比基数走高的影响，预计
下半年 PPI同比可能有所回落。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有限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通
过构建动态 CGE 模型，我们对各征税
情景下的经济影响作了初步测算。一是
如果美国针对我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
加征 25%的关税，将分别于 2018 年、
2019年及2020年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
0.111个、0.099个及0.087个百分点的
负向冲击，该方案对于宏观经济的冲击
较为有限，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逐年
下降的趋势。二是如果美国在原有500
亿美元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 2000 亿
美 元 的 出 口 商 品 再 次 加 征 10% 的 关
税，将分别于2019年及2020年对我国
经济增长产生 0.262 个及 0.235 个百分
点的负向冲击。由于上述方案尚处于美
方初步构想阶段，最快仍需至 2018 年
末方可实施，因此本文中并未考察该方
案对于我国 2018 年宏观经济的总体冲
击效果。三是如果美国在上述 2500 亿
美元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 2000 亿美
元的出口商品再次加征 10%的关税，
将分别于2019年及2020年对我国经济
增长产生 0.431 个及 0.393 个百分点的
负向冲击。

（执笔人：刘雪燕 何明洋）

6月27日，在西安比亚迪纯电动客车基地内，工人在一辆K8S纯电动双层客车内安装配件。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近期近期，，不少地区公布了不少地区公布了 20182018年社保缴费基数年社保缴费基数。。企企
业缴纳社保有哪些基本规定业缴纳社保有哪些基本规定？？社保缴费应该注意哪些社保缴费应该注意哪些
细节细节？？如何识破相关猫腻如何识破相关猫腻？？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
详解详解。。

问问：：我国对企业缴纳社保有哪些规定我国对企业缴纳社保有哪些规定？？

主持人主持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分为基本养老保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分为基本养老保
险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
度度。。其中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由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由
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保险费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保险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则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险则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

我国我国《《劳动法劳动法》》规定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
确定资金来源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意味这意味
着着，，社保是国家强制保险社保是国家强制保险，，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是用人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单位的法定义务。。

问问：：企业不足额缴纳社保企业不足额缴纳社保怎么办怎么办？？

主持人主持人：：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是用人单位
应尽的义务应尽的义务。。现实中现实中，，有些单位为了节省用工成本有些单位为了节省用工成本，，以以
现金方式发放工资现金方式发放工资，，不提供工资单等证据不提供工资单等证据，，然后以最低然后以最低
工资或者低于员工实际工资为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工资或者低于员工实际工资为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
这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这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劳动者遇到少缴社保的用人劳动者遇到少缴社保的用人
单位单位，，应当细心搜集好相关证据应当细心搜集好相关证据，，通过向劳动监察投通过向劳动监察投
诉诉、、举报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举报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单位以实际工要求单位以实际工
资数额为基数缴纳社保资数额为基数缴纳社保，，并补缴未依法缴纳的费用并补缴未依法缴纳的费用
差额差额。。

问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怎么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怎么缴费？？网上代缴网上代缴

社保可靠吗社保可靠吗？？

主持人主持人：：有些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公司为其缴纳社有些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公司为其缴纳社
保保，，但自己又想缴纳社保但自己又想缴纳社保，，由代理机构代理办理社保由代理机构代理办理社保。。
问题在于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挂靠单位挂靠单位””与没有单位的个人与没有单位的个人
之间签订的是社保代理服务协议之间签订的是社保代理服务协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系。。对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对灵活就业人员来说，，最可靠的方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社会就是向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目前目前，，只要是只要是
年满年满 1616周岁以上周岁以上、、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
业人员业人员，，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目前都可以申请参目前都可以申请参
保缴费保缴费。。对于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除了通过人除了通过人
社部门社部门，，许多地区还开通了银行卡许多地区还开通了银行卡、、社区自助服务机办社区自助服务机办
理社保缴费的服务理社保缴费的服务。。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韩秉志韩秉志））

7月 2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对广
西贵港市开展下沉督察期间，在覃塘区覃塘镇贵港市水泥
厂旧厂房内发现多家企业存在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这些企
业藏身于此，无视环保法律法规，从事违法生产活动，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

贵港市水泥厂作为市国资委管理的市直企业，将闲置
厂房出租给春晨矿业有限公司、富木塑粒厂、致发铝制品有
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在不到 60 亩的场地上，形成了一个废
渣、废塑料、废电容等多种固体废物非法处置窝点。这些废
物大多通过非法途径从相邻的地方运入，贵港市水泥厂每
年从中获得租金收益18万元。

6月 13日，督察组在获知贵港市春晨矿业有限公司非
法接收 768.58 吨来自广东的固体废物线索后，直奔现场。
现场发现，厂区内有大量来路不明的废渣，原料堆场和成品
仓库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措施，工艺过程没有任何污染
防治措施。检查当日恰逢雨天，厂区雨水携带大量含重金
属的粉尘，顺地势流往厂区围墙附近，通过围墙孔洞及墙体
裂隙进入外环境；同时，企业还将大量生产废渣随意丢弃在
附近的空地，督察人员用pH试纸检测渣堆上的积水坑，呈
明显碱性。

与此同时，督察人员从机械设备和墙体缝隙勉强进入
后，看见堆成小山一般的废旧电容。废旧电容属《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中列明的危险废物，该公司用其作为原材料炼制
铝锭，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对此，督察组指出，贵港市国资委只算经济账，不算环
境账，有关部门监管不力，长期默许贵港市水泥厂出租国有
资产从中获利，只要企业能够获利，其余事项一概不问，致
使国有企业厂区内环境违法行为长期存在。

贵港市水泥厂作为国有企业，为谋求微薄经济利益对
租赁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贵港市水泥厂将厂房土
地租多家环境违法企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贵港市已对春晨矿业和富木塑粒
厂立案处理，查封了富木塑粒厂和致发铝制品有限公司现
场存放的废料和原料，并拆除违法生产设备，公安机关也对
有关问题展开调查。

贵港市水泥厂区内堆满各种塑料垃圾。

谢佳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