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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取得成效 质量不断提升

全球市场看好中国棉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从棉花产业看，近几年我国棉花宏
观调控政策的机制化和透明化稳定了市
场预期，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取得明
显成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副主任骆琳在近日召开的 2019 中国国
际棉花会议上表示，目前我国棉花去库
存提前完成，棉花产量经历了连续下降
后逐步趋于稳定，棉花质量不断提升，纺
织业总体运行态势保持平稳。

中国市场影响世界

“近年来棉花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
升，种植集中化速度非常快。”中国农村
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柯炳生表示，随着
棉花机械化种植不断推广，新疆棉花面
积急速扩张，东部包括环渤海和长江中
下游地区传统种棉大省的棉花种植面积
下降。

从数据上来看，也反映了棉花“西
迁”的趋势。2018 年，中国棉花协会统
计棉花的产量是 611 万吨，同比略有增
加，其中新疆棉花产量再创新高，达511
万吨，比 2017 年增长 11.9%，占全国的
84%，占比同比增加9.8个百分点。

伴随着机械化和集中化的提升，我
国棉业的产量质量双提升，中国棉花市
场对世界市场愈发重要。中国棉花协会
会长戴公兴说，近5年来，中国实施了包
括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储备棉轮换政策、
改革进口棉配额发放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棉花面积产量和市场预期都保持
相对稳定。据中国棉花协会统计，2014
年到 2018 年，我国平均植棉面积 5002
万亩；平均产量568万吨，占全球产量的
23%。今年植棉面积4816万亩，仍然保
持稳定。

市场方面，近几年中国棉业调控政
策逐渐机制化、可预期，无论增发滑准税
配额，还是储备棉轮换都实行提前公

布。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更加注重精准
性、时效性，棉花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平
缓，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中国在
全球棉花生产、消费和贸易中的地位十
分重要，就市场来说，国内棉花市场的稳
定也决定了全球市场的稳定。

戴公兴表示，在供需方面，前几年世
界市场主要矛盾是库存过多，近些年来，
中国向市场连续投放了大量的储备棉，
有力促进了全球棉花市场的平衡。“作为
世界棉纺织业大国，中国市场影响世界，
全球市场依然看好中国。”

内需动力形成支撑

受国际经贸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以
及中国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影响，今年前
几个月，中国纺织品服装零售额、出口额
同比增速出现放缓，订单向东南亚等国
家转移趋势增加，业内出现一些悲观情
绪。对此，戴公兴表示，中国既是“世界
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内需市场庞大，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2012年至2018年
间，中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一

直 保 持 平 稳 增 长 趋 势 ，2018 年 达 到
15231 亿元。毋庸置疑，中国仍将是全
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消费市场。近两
年，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减税降费改革，鼓
励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有
利于行业长远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对内
需市场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进口数据也折射出内需容量。”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与棉麻局局长、中
国棉花协会常务副会长高芳表示，近15
年以来，我们每年实际进口棉花数额远
远超过世贸组织的配额。

“从美国农业部最新预测来看，中国
棉花消费量仍然在全球占比 33%，居世
界首位。”高芳介绍说。

求新求变开放共赢

“棉花行业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我们
自己。”高芳说，棉花是天然纤维，化纤作
为棉花的竞争对手，在超仿棉聚酯纤维
领域发展迅速，国内有很多专利，不仅模
仿了棉花吸湿、色泽柔和的优点，还改进
了棉花的一些缺点，比如更轻盈、排汗、

抗紫外线等。所以，棉花产业不应该仅
凭天然纤维这一点优势，还需要有更大
突破。

“因此，中国棉业要求新求变，提升
应对风险能力。”戴公兴认为，首先，在农
业生产方面，中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将
长期存在，棉花生产也是这样，大多还是
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因
此，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
术，提高生产销量管理水平。比如，现在
的棉农已经逐渐可以通过手机 APP 购
买农资、保险，加入合作社，并了解市场
行情。

其次，在流通领域，传统贸易商也在
加快向现代综合服务贸易商转型，通过
创新交易模式为纺织企业提供个性化、
精准化服务。当前，新技术革命促进了
共享经济兴起，可以通过共享信息、物
流、交易平台等资源，加强流通企业之
间、流通企业上下游之间联合合作，这样
有利于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产业
链交易成本，并创造出更多新模式、新
业态。

最后，纺织业的消费升级和技术进
步，也迫切需要行业加快新旧发展动能
转换，在产品、服务上不断推陈出新，满
足人们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推动
行业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
转变。

“40 年间，中国棉花产量、进口量、
需求量均大幅增长。可以说，中国棉花、
纺织大国的地位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戴公兴表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
大背景下，中国棉业应该主动作为，让经
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释放出来。

戴公兴呼吁，中国棉业、纺织业在全
球化布局进程中，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
链重塑，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先进
理念融入进去，在提升自身原料、品牌、
渠道等资源掌控能力的同时，带动国家
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合作伙伴营造
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推动棉花产业链
向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高层次的方向
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
明确将支持家政服务优化供给结
构，带动行业升级。

《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
（2018）》指出，从目前市场发展现
状看，家政服务业供不应求的矛盾
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高端服务领
域。根据测算，家政服务需求将从
2018 年的 4560 万人增加到 2035
年的 1.39 亿人，尤其是高端家政服
务业需求将出现井喷式增长。

由于中介制家政服务机构仍占
据大多数，家政服务员主要通过熟
人介绍工作，职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大多数家政服务员未与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合法
权益缺乏保障。

在我国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
化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背景
下，完善家政服务业政策标准已显
得极为紧迫。为此，意见明确采取
综合支持措施，从支持院校增设家
政服务相关专业、培育一批产教融
合型家政企业、支持家政企业举办
职业教育等方面，提高家政从业人
员素质。

同时，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
业，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中型以上
城市要率先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
加大社保补贴力度，利用城市现有
设施改造作为员工制家政服务人员集体宿舍。意见还明
确，畅通家政从业人员职业发展路径，引导家政企业将员工
学历、技能水平与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岗位晋升等挂钩。
支持家政从业人员通过高职扩招专项考试、专升本等多种
渠道提升学历层次。

业内人士指出，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从“小作坊”式的
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为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家政服务业
大企业。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傅彦生认为，随着家政
员工对职业有了规划设计，其行业稳定性、规范性也将提升。

“标准化是家政服务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
社会居家服务体系的重要技术支撑。”傅彦生认为，家政企
业应在政策鼓励下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切实有效利用
各种资源合作共赢，在家政提质扩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面开展有益尝试。

有关专家表示，家政服务是一项高频消费服务，在产业
链延伸和跨领域发展中具有优势。此次意见的提出，将有
助于使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一行业，使家政服务业企业扩
大经营规模，完善服务，逐步实现品牌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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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印发《电信和互联
网行业提升网络数据安全保护能力
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以解决数据过度采集滥用、非法交
易及用户数据泄露等数据安全问
题，加快推动构建行业网络数据安
全综合保障体系。《方案》提出，在今
年 10 月底前完成全部基础电信企
业（含专业公司）、50 家重点互联网
企业以及 200 款主流 APP（手机应
用软件）的数据安全检查。

近年来，APP 在采集和泄露数
据信息方面出现了不少安全问题。
今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4 部门
组织开展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信部网络安
全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目前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通过对百余款用户投
诉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 APP 检查
评估，发现存在强制授权、过度索
权、未经同意收集个人信息和对外

提供个人信息等典型问题，并督促
企业及时整改。

“ 本 次《方 案》中 提 出 的 深 化
APP 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就是对 4
部门专项治理工作的延续和深化。”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将加强
APP 安全技术检测和监督执法，组
织第三方评测机构开展APP安全滚
动式评测，对在网络数据安全和用
户信息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APP及
时下架和公开曝光，严厉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要督促应
用商店落实APP运营者真实身份信
息验证、应用程序安全检测、违法违
规 APP 下架等责任，切实规范用户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行为；制定出
台网络数据安全合规性评估标准规
范，组织企业开展网络数据安全合
规性自评估工作，提升企业网络数
据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当前，我国数据安全管理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
平衡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面
对大数据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形势新
挑战，部分企业为掌握海量数据资
源，在数据保护方面存在“重采集，轻

保护”的现象，亟需指导督促企业落
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二是，大数据
时代下数据安全面临更多的风险和
挑战，传统网络安全监管手段和能力
难以有效应对数据作为生产资料无
处不在的新环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管理方法，进一步加强数据全生
命周期保护和管理。

“从当前监管实际看，数据过度
采集、滥用等问题较为突出。”上述
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督促企业加
强用户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及时
整改安全隐患。同时，需要加快推
进行业网络数据安全制度、标准、技
术、管理等综合体系建设。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考虑到数
据安全管理属于新兴领域，方案设
定了为期一年的两个阶段工作目
标。其中，近期目标要督促基础电
信企业和重点互联网企业强化网络
数据安全全流程管理，及时整改消
除重大数据泄露、滥用等安全隐患；
远期目标则是重点围绕关键制度、
重点标准、技术手段、示范项目、支
撑队伍等方面，推动建立行业网络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

10月底前完成数据安全检查

违法违规APP将无处藏身
本报记者 黄 鑫

研究报告预测——

全球5G市场潜在价值达4.3万亿美元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日发布研
究认为，5G 商用牌照的发放有助于
提速国内 5G 网络建设并增大投资
规模，带动5G全产业链发展。

从产业链角度看，5G 的建设包
含一系列领域，包括网络规划、基站
建设、终端设备商、芯片厂商的发展
将会受到持续关注。

根据毕马威测算，当前，5G技术
在主要垂直行业的全球市场潜在价
值预计可达4.3万亿美元。对运营商
来说，零售、财务、制造业及医疗保健

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应用领域。
业内专家认为，5G 技术在垂直

行业的发展周期将涵盖3个时间段：
在初期的0年到3年，5G技术发展主
要应用于制造业及工业链中，用以促
进智慧城市和智能网络的发展；中期
的2年到6年，5G技术覆盖面将延伸
到服务行业，娱乐、传媒、医疗卫生等
大量垂直行业将从中获益；5年之后，
预计全球大部分电信运营商已经开
始大规模部署 5G网络，随着移动运
营商不断转变商业模式以利用5G带
来的边缘计算能力和急速连接能力，

5G技术的潜力将充分彰显。
运营商投入巨资兴建网络必须

考虑其将带来的盈利及回报周期。
考虑到 5G 技术的价值驱动和潜在
收益，运营商在服务公众市场用户
的同时，应将重点目光转向企业客
户，为企业赋能提供强力支持。

毕马威电信行业中国主管合伙
人陈俭德指出，全球 5G已进入商用
部署的关键阶段，5G 之前通过 2G、
3G、4G 的更新替代，改善了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方式。5G 商用的重要
意义在于，通过容量、可靠性、时延、
带宽和效率5个方面的价值驱动力，
在影响人际沟通之外，极大改善机
器与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沟通。
在中国，5G 将作为重要的网络工
具，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以及云计算领域的发展。

随着家政服务需求井喷式增
长，行业必须从“小作坊”式的中
介机构发展为规范化、规模化、品
牌化的家政服务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宫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96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琴台路1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0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77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97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阳光街18号1栋附112、113、114、115、
11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0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车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8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98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高车一路57号附8号、附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0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利民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2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6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利民路513、515、517、51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8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5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222号、22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3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5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9号附2、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晨辉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4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1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理工大学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1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9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8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十里店路2号附6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朝阳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7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11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8月06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朝阳大道335号7幢2单元1层1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河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30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1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黄泥堰路577号罄竹苑小区
临街商铺7栋附113、114、115、11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通汇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15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汇街217号、219号、221号、223号、
225号、22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草堂北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6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堂北路2号附2附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5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一品天下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32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46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0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1005号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13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解放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8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200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6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一段75号附1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万科金色领域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8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1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6月1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五路298、300、302号1层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7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61号附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