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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安蓓）
记者27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8家
聚氯乙烯树脂（PVC）经营者实施价格垄
断，联合推高PVC销售价格，国家发改委近
日依法对 18家涉案企业处以 2016年度相
关市场销售额 1%至 2%的罚款，共计 4.57
亿元。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接到举报，反映部
分PVC经营者实施价格垄断。经反垄断调
查发现，18家涉案企业在 2016年销售PVC
产品的过程中通过微信群多次达成统一涨
价的垄断协议，导致 PVC市场价格明显上
涨。

作为重要的通用塑料原材料之一，
PVC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建材、医疗器械、家
用电器等领域，与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据统计，涉案企业去年累计生产
PVC达 120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四分之
三，其经营行为对PVC行业具有重要影响。

调查显示，2016年3月至12月，涉案企
业以“西北氯碱联合体”的名义先后召开 6
次会议，交流市场行情、讨论产量销量，并
通过微信群达成 13次价格垄断协议，共同
联手推高PVC售价。其中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作为“秘书长单位”和“理事长单
位”，先后牵头组织了“西北氯碱联合体”的
6次会议，并通过微信群多次主动提议涨
价，在案件中起主导作用。其它 16家涉案
企业参加了“西北氯碱联合体”会议，并在
微信群中响应、支持上述两家牵头单位发
出的涨价提议。在实际销售过程中，所有
涉案企业均实施了达成的垄断协议。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本案中，涉
案企业的违法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下游
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均造成损害。一是限
制了市场竞争，不利于通过市场化、法治化
手段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加
重了下游企业成本负担。三是导致下游家
具建材、家用电器、建筑型材等产品价格上
涨，增加了消费者负担，损害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吴雨
近期，北京、深圳、浙江等多地下达

通知，对消费贷违规进入房地产开展调
查。记者了解到，监管趋严背景下，一
些商业银行开始加强对消费贷的管
理。变了味的“消费贷”，如何回归正
途？

消费贷的用途是支持居民的各类
消费支出，包括教育、旅游、房屋装修、
购买耐用品等，监管部门多次强调消费
贷款禁止用于购买住房。但在实际运
行中，如何保证资金一定用于消费是个
难题。

北京市民吴先生因为买房首付款
不够，通过一家城商行申请了25万元的
消费贷，在审查了他的收入情况后，不
到一周的时间，贷款就批了下来。25万
元的资金进入他的银行卡后，吴先生提
取现金，交了首付款。

“就是签了个合同，要求按时还款。
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特别强调不能用于购
房，我觉得大家是心照不宣吧，毕竟银行
也想把钱贷出去。”吴先生说。

“个人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
场，放大居民部门杠杆，影响房地产调
控效果，应坚决堵住各种漏洞。”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客座研究员董希
淼建议，商业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应将

消费贷款发放时限控制在 5年以下，并
要求客户提供用途证明。对 30万元以
上的消费贷款执行“受托支付”规定，将
贷款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
人交易对象，减少被挪用的风险。

他同时提醒，关注消费贷款进入楼
市不能只盯着商业银行，网贷平台对资
金流向没有监控，进入楼市的比例可能
更高。要加大对各类网贷平台的清理
和整顿，对其提供的借贷业务，在借贷
用途、资金流向等方面加强监测。

堵住了违规操作的漏洞，消费贷究
竟该如何回归正途？

“打开手机点击几下，几秒钟就能
到账，装修可以贷款，租房可以贷款，买
新款 iPhone也能分期付款，以前是找不
到借钱途径，现在是衡量各种成本，选
择向谁借。”广西百色 80后小伙子韦少
标感叹道。

韦少标经历的变化，折射出我国消
费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在消
费升级、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消费
信贷市场发展迅速。今年 1至 8月，我
国居民新增消费性短期贷款 1.28万亿
元，同比多增7833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消费信贷市场
上的产品种类很多，借款方式简单方
便，很多是全线上，“秒”到账，但不同机

构提供的产品各有特色。
商业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利率较

低，一般在6%左右，贷款额度几万元到
几十万元不等，但门槛相对较高，多数
银行在存量客户中挑选符合特定条件
的“白名单”客户。而消费金融公司、互
联网金融机构等主要针对缺乏银行借
贷记录的中低收入年轻群体，贷款额度
多数在 1万元以下，平均年化利率 10%
以上。

韦少标先后在深圳的招联消费金
融公司贷款 8000元和 5000元，分别用
于房屋装修和购买家电，因为良好的还
款记录，不久前他的授信额度得到了提
高。“从银行贷款要提交收入证明等各
种材料，比较麻烦。虽然消费金融公司
的利率高一些，但等额本息每月还款
1000多元，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在“借钱”越来越方便的时代，对于居
民个人而言，应根据自身经济能力，量入
为出，合理借贷。专家提醒，消费信贷在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
同时，由于我国居民提前消费的经验不
足，要谨防忽视自身偿还能力，过度借贷、
多头借贷的情况。

管好消费贷，用好消费贷，还其短
期应急、支持消费的本源，这一新兴的
金融服务才不会走了形，变了味。

□新华社记者 刘雪
29日，“十一”长假前夕，我国将迎

来年内第 19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由于近期国际油价冲至近两年新高，我
国成品油价或迎“二连涨”，每吨涨幅可
能在200元左右。如果您“十一”期间计
划驾车出行，按加满一箱油 60升测算，
或多掏9元钱左右。

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国
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生效
时间为调价发布日 24时。当调价幅度
低于每吨 50元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
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上一次我国成品油价格调整发生
在 9月 15日 24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均
提高95元。按照定价机制推算，9月29
日24时，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将再次来
到。

本轮调价周期内，多重因素支撑国
际油价走高。近日欧佩克成员国以及

俄罗斯等其他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在
维也纳召开石油部长会议。欧佩克称，
产油国之间减产稳定油价的策略成效
显现，国际油市正在恢复供需平衡。

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油热度也开始
降温。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 22日发
布报告显示，上周美国运营的油田钻井
数量为744个，已经连续三周下降，降至
近三个月来新低。

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再起风波，进一
步为投机基金炒高油价提供借口。9月
25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59.02美元，创出近两年来新高。纽约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52.22美元，为
近五个月新高。

国际油价变化是我国成品油调价
的风向标。国际油价上涨牵动国内市
场神经。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9月 27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9月 26日一揽子原油平
均价格变化率为 4.76%，预计本轮成品

油价格上调幅度在 170 元至 200 元之
间，折合升价，汽油涨幅在 0.13 元至
0.16元之间；柴油涨幅在 0.14元至 0.17
元之间。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呈现“V”型走
势。进入下半年，国际油价整体攀升，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2%；纽约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2.7%。受此影
响，下半年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出现三
次上调，三次搁浅，未出现下调。

习惯开车上班的上海陈先生对成
品油价格变化颇为关注，“感觉今年上
半年油价跌多涨少，而进入下半年油价
涨得比较多。”他说，目前上海92号汽油
每升 6.24 元，而今年 6 月底的价格是
5.97元。现在一个月油费大约 500元，
而6月油费支出在470元左右。

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是我国传统
的出游高峰，汽油消费往往会掀起小高
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私家车出行
的油费成本无疑将明显增加。

新华社上海9月27日电（记者 桑彤）
27日，A股市场各指数全线飘红。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40.82 点小幅低
开，全天窄幅震荡，以3345.27点报收，较前
一交易日涨1.69点，涨幅0.05%。

深证成指一路走高，收盘报 11036.78
点，涨86.01点，涨幅为0.79%。

中小创表现好于大盘。创业板指数涨
0.84%至 1854.94点。中小板指数涨 0.94%
至7522.08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品种总
数为 2275只，下跌品种总数为 837只。不
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约50只个股
涨停，其中 1只新股挂牌上市，首日涨幅约
44%。

当日，沪深B指也以红盘报收。上证B
指涨 0.99%至 358.95点，深证B指涨 0.55%
至1185.19点。

变了味的“消费贷”如何回归正途

油价或迎“二连涨”私家车一箱油费多掏9元

A股各指数全线飘红

18家PVC经营者实施价格垄断

被罚4.57亿元

新华社日内瓦9月27日电（记者
凌馨 施建国）世界经济论坛 27日发布

《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
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后，生产率增长缓慢
仍持续困扰全球经济，各国应积极开发
与保护劳动力资源，并推动创新成果转
化。

报告显示，全球金融机构“稳健程
度”指标还未从此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中
完全恢复，部分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甚至
进一步恶化。鉴于金融系统在第四次
工业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创投促进作
用，这一现状需要得到各国领导者的高

度重视。
报告同时提醒，人力资本和创新成

果转化能力对未来提高经济体竞争力
也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机器自动化
逐渐取代人工的进程中，保持劳动力市
场灵活性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将有利于
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稳定性；另一方
面，目前多数经济体创新成果转化动力
不足，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间存在失
衡，限制了创新可能带来的生产力大幅
提升。

另外，报告从基础条件、效能提升
和创新成熟度三个层面的12项指标，对

全球137个经济体进行了竞争力指数排
名。瑞士连续9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经济体，美国、新加坡紧随其后。中
国位居第 27名，比去年上升一位，在金
砖国家中竞争力最强。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首席代表
艾德维分析，中国在技术开发运用和人
才培养方面的热情与行动力有目共睹，
商品市场效率方面的进步也反映出政
府在推行职能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企业家精神方面取得了成效，但仍需
持续提高其技术就绪程度，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并坚持推进创新发展。

全球竞争力榜单公布 中国升至27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