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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份以来，国际油价走势低
迷。进入5月份，油价虽有所反弹，但仍处
于低位。4月2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63
美元，跌幅超300％。这是自1983年石油
期货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以来，首次跌
为负数。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油价更是
被看作世界经济的“温度计”。当前油价走
低是短期冲击，还是将长期持续？低油价
将产生什么影响，对我国经济是忧是喜？
对于低油价带来的影响，我国该如何应
对？就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国际油价将持续低位运行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全球能源系
统遭遇了70多年来的最大冲击。”国际能
源署（IEA）日前发布的《全球能源评估》
称，今年全球能源需求将下降6%。

近来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的直接原因是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锐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
究员、国际经贸学院教授董秀成说，3月以

后，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企业停工停
产，居民外出减少，引发原油需求大量减
少，且前期石油库存已近乎饱和。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
伯强表示，油价暴跌的深层原因是全球石
油供求结构的失衡。近几年，因技术上的
重大突破，美国页岩油产业加速发展，挤占
了欧佩克和俄罗斯减产的空间，全球的能
源格局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石油输出国欧佩克和非欧
佩克国家在今年年初都不愿意减产，国际
原油市场掀起了一波价格战，加快了原油
价格的大幅下跌。最终，双方达成石油减
产协议，从5月份起日均减产970万桶，创
欧佩克减产历史最高纪录。

林伯强认为，供给端的改善使5月油
价回升，但全球原油供需矛盾仍难以化解。

董秀成表示，替代能源的推广使有些
国家甚至制定了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逐步趋缓，这些来自
需求端的变化，将使未来几年内石油消费
量出现峰值后下行。

“目前欧佩克减产带动油价上扬，但未
来一段时间油价维持在每桶30美元至50

美元区间的可能性较大。”董秀成分析说。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近
日曾表示，油价在未来1年至3年将持续震
荡下行，维持在每桶50美元以下，这可能
仍然低于很多产油国的生产成本。

低油价冲击油气上游业务

我国是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达70.8%。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总进
口额2.07万亿美元，其中石油进口额2404
亿美元，石油进口量为37亿桶，平均进口
价为每桶64.97美元。

“油价下跌可以平衡国际收支，减少我
国外汇支出。”董秀成表示，如果今年原油
价格稳定在每桶35美元的水平，进口量与
去年持平，我国将节省1100亿美元支出，
低油价将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油价走势对其他能源价格和行业都有
较大影响。今年以来，国际市场上的天然
气价格一路走低。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
称，2020年天然气需求将下降5%，这将是
自天然气规模化发展以来，消费量同比降

幅最大的一年。
煤炭价格同样大幅跳水。有海外机构

认为，短期内尚未发现全球煤炭市场需求
回升的迹象，价格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
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3.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下降3.1%。其中，PPI的下降受原油价格
走低影响较大。

董秀成表示，油价下跌对交通运输等
行业有利，但不利于油气行业，尤其不利于
上游油气勘探行业。由于我国油气勘探开
发成本高于当前油价，有一定规模的原油
产量成本在每桶50美元左右，低油价对油
气上游业务冲击较大。

有关专家表示，无论国际油价多低，我
国油气供应都不能完全交给国际市场，必
须维护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基本稳定，避
免国内能源生产大起大落影响经济平稳运
行。此外，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说，油价下跌
使其经济性下降，可再生能源将面临严峻
的市场考验。

密切关注应对油价变化

“我国应密切关注油价走势对金融的
影响，做好应对预案。”董秀成表示，油价和
金融市场密切相关。在美国，页岩油气的
发展与金融市场关联度很大，油价出现暴
跌后，已有一些美国页岩油气公司破产。

林伯强认为，低油价是加大石油战略
储备的有利时机，但现实问题是储备设施
不足。作为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大
国，可以考虑把石油储备设施纳入基础设
施建设，增加我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能力。

董秀成建议，要继续完善石油储备体
系，完善储备机制，可以考虑引入民营企
业，建设民间石油储备库。

对于几大石油企业来说，降本增效成
为应对油价下跌的必然选择。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东进表示，今年
将全面推进成本管控，在2019年桶油完全
成本同比下降9%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降低
桶油成本，总成本降低不少于10%，全力应
对低油价给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年3月份以来，全球石油供

求结构失衡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4月

20日，纽交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

油期货价格罕见地出现了“负油

价”。随着石油减产协议达成，国

际油价5月份出现小幅回升，但全

球原油供需矛盾仍待化解。

国际油价会继续走低吗？低油

价对我国经济运行会产生什么影

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5月份国际油价有所反弹，但仍处于低位——

如何看待国际油价低位运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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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送出免租减税“大礼包”。

《指导意见》也是对国务院常
务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4月2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
年3个月租金。国有企业尤其是
央企和高校、研究院所等企事业
单位要带头。

“之所选择减免房租作为切
入点，是因为小微企业与个体工
商户的经营场所基本上都是通过
租赁获得。减免疫情防控给他们
带来的这些直接损失，是小微企
业与个体工商户合乎情理的诉
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
员刘兴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有资料显示，房屋租金在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成
本中占比较高，有些经营主体租金
甚至占经营成本的一半左右。

“对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
来说，当下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
要活下去就要保住租赁来的经营
场所。”刘兴国表示，对很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来说，房租可能是
其最为重要的运营成本。减免房租可以明显减轻其生存负担。

《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鼓
励非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
来的损失。

刘兴国认为，之所以强调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要带头履行
社会责任、主动帮扶小微企业，是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方
面，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有权对国有资本的处置提出
建议与要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公有制属性，作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承载者，有义务在疫情对经济发展造
成冲击的特殊时期，体现更多责任担当。对中小商户让利，以带动
全社会与宏观经济全面恢复，则是体现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虽然短期会给国有企业造成一定影
响，但也是长期收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只有中小企业脱困发展
了，国有企业才能迎来更好的经营环境，帮助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
户，其实也就是帮助国有企业自己。”刘兴国说。

《指导意见》还对完善财税优惠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
房屋租赁市场等方面做出了部署。例如，地方政府要统筹各类财
政资金，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适当帮扶。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刘兴国表示，在要求国有企业和倡议非国有企业对小微企业
与个体工商户提供减免房租优惠待遇的同时，政府部门与金融机
构也相应做出具体安排，以部分分担让利主体的收入损失，或是为
提供房租减免优惠的市场主体提供必要金融支持。

2019年是北京银行在新时代深化转型、加快创新的重要一年。一年

来，北京银行在经营业绩、管理效能、风险防控、服务品牌等方面实现了全

面提升，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0年4月27日晚，北京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2019年年

报及2020年一季报，向广大投资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强化党建引领，资产规模和经营效益稳健增长。北京银行扎实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实现党建引领与业务发展双提升。截至2019年末，北京银行表

内外总资产达到 3.44 万亿元，其中表内资产 2.74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6.4%；贷款总额1.45万亿元，增幅14.6%，存款总额1.53万亿元，增幅

10.3%。全年实现净利润216亿元，同比增长7.2%；营业收入631亿元，增

长13.8%；净息差1.95%，同比提升7bp,成本收入比23.2%。经营绩效保持

上市银行优秀水平。2020年一季度，北京银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单季

实现净利润67亿元，增幅5.26%，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完善公司治理，资本实力和品牌价值全面提升。北京银行坚持以“轻资

本、集约化、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导向，2019年末，北京银行资本充足

率为12.28%，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0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22%，

三级资本充足率较年初分别提升21BP、24BP和29BP。2019年，北京银行

连续六年跻身全球百强银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品牌价值排行榜中，品牌价

值达到549亿元。近日，北京银行与首农食品集团通过资本融合，实现强强

联手，共同服务首都地方经济。与此同时，在北京银行与ING签署战略合作

伙伴协议15周年之际，续签战略合作协议，加速推进与ING设立合资银行

事宜，中外合作谱写新篇章。

服务实体经济,业务网点和经营布局持续优化。聚焦首都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和实体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全力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城市

副中心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北京地区贷款较2019年初增长673亿元，增

幅11.6%，北京地区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持续完善区域布局，宁波分行、

南通分行获批开业，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级分行14

家，二级分行12家，全行开业分支机构总数达到679家，服务覆盖范围更

加广阔。

加快零售转型，市场份额和客户基础不断夯实。资产管理规模

（AUM）突破7000亿元，零售存款突破3500亿元，较年初增长22.14%；

贷款规模超过4400亿元，增幅22.39%。零售存款、贷款增量对全行贡献均

在40%以上，贷款余额占比突破30%，达到30.76%。零售存、贷款全国市

场份额继续保持双提升，在134家城商行中规模均稳居前列。零售业务收入

突破200亿元，利息收入同比增长31.6%；贷款不良率下降0.03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继续保持上市银行领先水平。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升级“富民

直通车”服务体系，富民卡累计发卡达90万张，支持超过1000个特色民宿

院落建设，“千院计划”目标提前完成。

巩固传统优势，公司和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发展。公司业务多措并举稳存

增存，2019年末，人民币公司存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较年初增幅6.8%；

推出企业手机银行APP“京管+”2.0版，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注册客户

达1.5万户；金融市场业务围绕“高效能、高转速、轻资本、轻平台”的发

展战略，持续推进业务转型。2019年，公募ABS投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规模同比分别增长21%、61%，标准型、流转型资产占比持续提升。轻资本

业务快速发展，黄金租借、公募基金托管规模较年初分别增长80%、44%。

国际单证、结售汇、国内证及福费廷等轻资本产品热销，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3%。

重视普惠金融，小微业务和惠民服务备受赞誉。2019年末，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637亿元，增幅26.52%，高出全行贷款增速11.89个百分点；普惠

小微户数突破2万户，较年初增加1834户。发放支小再贷款1112笔、金额

37亿元，加权平均利率4.26%，有效支持北京地区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入选

中国人民银行营管部“京创通”首批6家试点银行，创新推出转贷款业务，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注入金融活水。全年累计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超

过600亿元，余额突破1000亿元，有效解决小企业主融资难题。加强惠民

领域金融服务，截至2020年一季末，“京医通”项目已覆盖北京27家三级

及以上医院，累计发卡2831万张，市属门诊预约率近90%。

坚持特色经营，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比翼齐飞。科技金融方面，发布

“北京银行科创板金融服务方案”，支持科创板申请企业48家，累计授信85

亿元；升级“智权贷”、加快“前沿科技贷”推广及“研发贷”等新产品落

地，制定《北京银行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发展战略指导意见》；截至2019年

末，科技金融贷款余额1544亿元，较年初增速6.2%。文化金融方面，发布

“文旅贷”金融服务行动计划、“创意设计贷”及影视全产业链专属产品“影

视贷”，支持《破冰行动》《庆余年》及《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

长》“中国骄傲三部曲”等优秀影视剧制作发行。截至2019年末，文化金融

贷款余额640亿元，较年初增速21.4%。2020年以来，围绕文化企业受疫情

影响现状，为文化企业量身定制延期、续期方案，推出“文旅餐饮振兴扶持

专项计划”，为文旅和餐饮企业提供不少于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北京银

行文化创客中心主动延长入孵企业免费办公时间，疫情期间举办线上主题文

化活动12场。

加大科技投入，系统建设和业务发展深度融合。2019年，北京银行加

快科技业务融合，促进转型发展。持续迭代优化手机银行APP4.0，线上用

户突破1000万户，APP用户同比增长32%，近五年年均增幅超过50%；月

活跃用户数（MAU）同比提升98%，日均启动次数提升62%，客活水平显

著提升；业务线上交易替代率超95%，线下网点智能升级改造比例超97%。

制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规划，聚焦“平台+数据”、“敏捷+融合”发展模

式，持续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科技投入达到18亿元，增幅20%，科技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3%，强化发展保障，助力业务转型。提升智慧服务供给

能力，推进金融科技能力应用图谱、“京智AI”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区块链

2.0平台、“风险滤镜”2.0建设；完成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建设，打造全行科

技发展新引擎，进军价值输出新蓝海。

提升资产质量，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全面加强。持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强化前瞻性授信准入机制，完善差异化风险管控机制，持续加强

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等重点领域的前瞻预警和主动防控。推进风控指挥中心

三期项目和“四项机制”智慧风控APP项目建设，上线“京行预警通系

统”，进一步提高前瞻性、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

1.40%，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24.69%，拨贷比3.15%，

不良贷款生成率0.93%，较上年大幅下降57BP，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增强。

截至2019年末，北京银行逾期贷款率1.85%，较年初下降0.12个百分点，

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已全部下调为不良。逾贷比（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

不良贷款比例）为59.87%，较年初大幅下降32.39个百分点。

践行社会责任，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共同推进。自成立以来，北京银行

在赈灾扶贫、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矢志不渝地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2019年，北京银行捐款超1.3亿元。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经济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北京银行迅速落实相关部门决策部署，推

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的十大工作举措。推出“京诚贷”“赢疫宝”

产品，专门服务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领域企

业，截至4月27日,累计为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领域及受困小微企业提供信

贷超47亿元，办理续贷15亿元，新增首贷客户1275户。向北京市属、区属

医院及部分在京医院、援助武汉的北京市医疗队和其他疫情防控前线人员提

供现金或医疗物资捐助，合计超过3000万元；发行400亿元抗疫情主题小

微金融债。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是首都北京建设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一年。北京银行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稳中求进，全力

服务首都发展，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持续创造良好业绩，推动北京银行事业

行稳致远。 （数据来源：北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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