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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和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数据显示，5 月份，CPI 环比
下降 0.2%，同比上涨 1.2%；PPI环比
下降 0.1%，同比下降 4.6%。

有关专家表示，我国物价水平
总体上持续处于较低水平，第三季
度 CPI 有望小幅回升，PPI 跌幅有望
收窄。货币政策宽松仍有空间，央
行月内调整货币政策的概率大。

CPI同比涨幅年内首次回落

5 月份，CPI 同比上涨 1.2%，涨
幅比上月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这
也是自今年 1 月份以来，CPI 涨幅首
次出现回落。

其中，猪肉、鲜菜、家庭服务价
格涨幅分别回落 3.0 个、0.7 个和 0.2
个百分点；飞机票、鲜果价格由升转
降；蛋价降幅扩大 9.5 个百分点。不
过，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
依然较高。例如，挂号诊疗费、家庭
服务、鲜菜和学前教育价格涨幅分
别为 9.8%、8.6%、6.5%和 5.6%。

从环比数据看，5 月份 CPI 环比
下降 0.2%，与上月持平。其中，城市
下降 0.2%，农村下降 0.1%；食品价
格下降 0.9%，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下降约 0.31 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 格 上 涨 0.2% ；消 费 品 价 格 下 降
0.3%，服务价格上涨 0.1%。

“总的来看，5 月份各种因素对
CPI 环比变动的影响有升有降。”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
分析说，部分鲜活食品价格下降，影
响了 CPI 的下降，而猪肉价格恢复
性上涨、卷烟批发环节价格税率上
调、汽柴油价格小幅反弹，则对 CPI
上涨形成了支撑。

根据分析，受季节因素影响，部
分鲜活食品价格下降，其中，鲜菜、
鲜果和蛋价格分别下降 9.2%、2.7%
和 1.2%，合计影响 CPI 下降 0.39 个
百分点，超过当月 CPI总降幅。

从上涨因素看，首先，前期猪肉
价格低迷，饲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
涨，部分养殖户减少生猪存栏，导致
猪肉供应偏紧，价格上涨 2.7%，影响

CPI 上涨 0.08 个百分点。其次，从 5
月 10 日起，国家提高了卷烟批发环
节价格税率，并加征从量税，各地烟
草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全国烟
草 价 格 上 涨 3.6% ，影 响 CPI 上 涨
0.06 个百分点。此外，受国际原油
价格回升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
别上涨 5.7%和 6.5%，影响 CPI 上涨
0.05个百分点。

PPI同比降幅与上月持平

5 月份，PPI 环比下降 0.1%，降
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同比下
降 4.6%，同比降幅与上月相同。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持平，同比
下降 5.5%。1 至 5 月平均，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6%，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5.5%。

“在 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总水平同比 4.6%的降幅中，去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 2.4 个
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2.2 个百分
点。”余秋梅说。

据了解，在 PPI 中，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下降 5.9%，影响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4.5
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煤炭开采和洗选出厂价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6.1% 、18.6% 、
15.7%和 14.0%，合计影响本月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
约 2.9%。

余秋梅分析说，PPI 环比下降，
主要原因一是石油加工价格由降转
升，由上月的环比下降 1.5%转为本
月的上涨 3.6%；二是部分工业行业
价格涨幅扩大，石油和天然气、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 4.4%、
1.1%和 0.7%，比上月涨幅分别扩大
3.2个、0.6个和 0.2个百分点。

三季度物价水平有望回升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经

济学家连平表示，我国宏观经济并
未显著回暖，年内物价水平回升的
力度仍然有限，不过，第三季度 CPI
可能小幅回升。

据分析，目前，能繁母猪存栏量
持续下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生猪
存栏量降低，供给减少，将带来猪肉
价格新的一轮上升周期，带动食品
价格回升；近期国际油价反弹，大宗
商品价格震荡企稳，将带动一系列
产品价格企稳，非食品价格可能小
幅回升；近半年已 3 次降息 2 次降
准，货币政策在稳健基础上持续偏
松，流动性投放对物价的抬升作用
将 显 现 ，但 不 会 大 幅 推 高 物 价 水
平。因此，预计第三季度 CPI 同比
小幅回升，部分月份可能高于 2%，
但全年平均物价水平将低于去年。

从 PPI 走势看，连平表示，我国
PPI 持续负增长受到内外两方面因
素影响。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下跌带来输入性通缩压力；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压力较大，特别
是钢铁、煤炭、有色行业去产能导致
价格下降。

“大宗商品价格企稳，特别是原
油价格回升已较为明显，石油天然
气、化工等行业价格可能出现企稳，
将带动工业制品价格回升。而一系
列基建投资项目将改善需求，也有
助于 PPI 回升。”连平表示，今年 PPI
负的翘尾影响逐月缩小，对价格的
下压力度减弱，第三季度 PPI 同比
跌幅有望收窄。

专家表示，尽管第三季度我国
物价水平总体上可能出现小幅反
弹，但总体上不会触碰到全年 3%的
物价调控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仍然
存在宽松的空间。鉴于目前实体经
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依旧居高不下，央行在月内
再次降准的概率很大。

也有专家提醒，在继续降准降
息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定
向调控的力度，从而达到改善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的目的，有效降低实
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5月份CPI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低物价为货币政策调整留出空间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6 月 9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 9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职业资格不能成为就业创业的门槛，这是减少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的一项重要原因。汤涛透露，今年
要进一步清理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年内要
实现减少超过三分之一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数量。

2014 年，人社部下发 《关于减少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大了减少和取消
职业资格的工作力度。经过一年半时间，目前 3 批取
消的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共有 149 项，占国务
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 24%。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有 6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有 80项。

“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目前存在就业难；另一方
面，招工难难在招不到高技能人才，这需要通过职业
资格制度实施来推动专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汤涛表示，职业资格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
消，而是要把多的减少，把不规范的规范起来。从就
业创业角度来看，提高劳动者技能是实现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增质提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超三成职业资格认定年内取消

本版编辑 刘 亮 李 瞳

美 编 吴 迪

从 5 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看，我国经

济特别是工业经济领域仍然没有摆脱下行

压力，稳增长需要继续加大政策调控力度，

需要更加注意精准发力，定向调控，改善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

在发挥投资增长关键性作用的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下

功夫。

消费是稳增长的基础。目前，我国仍

然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空间。一方

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在我国 GDP 中

的占比仍然偏低；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

工业化速度加快，需要有大量的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建设，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

级也必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眼下国内市场需求表现不佳，关键的

问题并不在于没有需求，而是供给和需求

存在落差，巨大的需求潜力没被激活。

因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消费的新需

求。我国过去那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特

征已不复存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

流；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 的 投 资 机 会 大 量 涌 现 ，特 别 是“ 互 联

网+”模式下的新消费产品和模式层出不

穷，这些都对依靠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

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开发消费新需求，加快培育新

的消费增长点。要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端

发力，鼓励大众消费，积极推进养老家政健

康、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房、教育文化

体育等 6大领域消费。

第三，消费政策要更加给力，消费环境

要更加放心。想方设法让群众“能”消费、

“敢”消费、“愿”消费，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

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第四，定向精准保持投资平稳增长。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体现在

增加满足需求的有效供给上，带动相关产

业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投资将

直接转化为消费，增加了消费需求。当前

既要着力推进国家已确定的重大投资工程

包建设，并根据需要适时推出新的工程包，

也要进一步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调

动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总之，在外需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要尽

快摆脱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必须采取有力

措施，精准发力，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

擎，使经济稳定增长建立在内需持续扩大

的基础上。

更好发挥消费的稳增长作用
杨国民

“敬老爱老”进校园

6月9日，四川宜宾市宜宾县的老年人在育才中学图

书馆阅读。该校积极在学生中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教

育活动，并将图书室和运动场无偿为社区老人开放，为

老年人提供了借阅书籍和锻炼身体的场所。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55 月月 CPICPI 同比涨幅同比涨幅

年内首次回落年内首次回落，，全年全年

33%%的物价调控目标实的物价调控目标实

现难度不大现难度不大，，也意味着也意味着

我国货币政策仍然存在我国货币政策仍然存在

宽松的空间宽松的空间。。鉴于目前鉴于目前

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仍然

较大较大，，实体经济融资成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依然本依然居高不下居高不下，，央行央行

在月内再次降准的概率在月内再次降准的概率

很很大大——

本报北京 6 月 9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6 月 9 日，
天气晴好，风浪较小，现场搜寻人员继续对“东方之星”
轮沉船水域约 150 米长、150 米宽的范围进行地毯式
扫测探摸，尽最大努力寻找遇难者遗体。经过近 7 个
小时细致的扫测探摸，沉船水域江底未发现遇难者遗
体或遗物。

9 日 6 时 30 分，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航勘 201”
轮携带二维、三维图像声呐等科技装备，进入沉船水域
对江底进行扫测。扫测发现疑似点后，由潜水员下潜
进行排查探摸，以鉴别确定是否为遇难者遗体。“下潜
区域水下摸到的大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块，现在的水流
速度很大，水下的行动极为不便。我对一个长约 20 米
宽 40 米左右的区域进行了探摸，花了 40 多分钟，没有
任何发现。”刚刚对一个疑似点进行排查的潜水员汪毕
华说。

据在现场指挥的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局长林七贞
介绍，他们通过声呐设备对沉船水域江底 2.25 万平方
米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扫测，共发现 3处疑似点。6名潜
水员先后下潜，对 3 个疑似点进行了仔细排查探摸。
13 时左右，最后一个水下疑似点被排除，没有发现遇
难者遗体或遗物。

“东方之星”沉船水域探摸完成

本报讯 记者常理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
悉：供销合作总社将在今年第三季度之前上线全国性的
电商平台，并拟在未来 3至 5年投资 60亿元，着力打造
该平台。同时，省级供销合作社也将统筹建设区域性、
专业性电子商务平台，与全国性平台进行资源共享。

“供销社所构建的电子商务平台，不是重建一个淘
宝或者京东。我们要建立一个立于自身基础，有实体
网络做支撑的有特色的电商网络。”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部长侯顺利告诉记者。

侯顺利认为，供销社电商平台要立足农产品领域，
扎根农村市场，确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全系统各类
农产品经营主体的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发展面向城乡
社区的鲜活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同时发挥县级供销
合作社的主体作用，顺应农民更多利用手机终端进行
网购的趋势，积极探索依托移动互联的电商业务，抢占
网络消费市场。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生告
诉记者，“B2C 方面，供销社准备打造‘一县一品’。我
们的平台要向公众打造出一个形象，那就是在供销社
平台上购买的农产品是优质放心的。”

据供销总社有关负责人透露，供销社将着力打造
多功能的网上便民综合服务中心，今年基层经营服务
网点信息化改造比例达到 20%以上。

供销总社将打造全国性电商平台
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之前上线

近期，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举措相继出
台，有观点将债务置换的货币政策涵义理
解为“中国版量化宽松”。《经济日报》记者
就此说法，以及债务置换对稳增长、商业
银行运营的影响等问题，采访了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记者：此次债务置换与西方的量化宽

松有哪些差异？

连平：此次债务置换与西方的量化宽
松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能别出心裁地将其
理解为“中国版量化宽松”。西方量化宽
松（QE）是一种货币政策，主要指各国央
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银行金融
资产等做法。量化宽松会直接导致市场
的货币供应量增加。

此次置换的地方债纳入了央行 SLF、
MLF 和 PSL 的抵押品范围，这只是增加
了地方债的流动性；最终是否抵押，以及
接受多少抵押来投放流动性，将受到商业
银行需求和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下央行预先确定规模并主动购买的模
式。同时，央行通过这种形式所投放的流

动性有到期期限，并不会导致央行资产负
债表的永久扩张。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所产生的流动性是永久性的，两者之间也
有明显的差异。

记者：我国货币政策是不是还有很多

常规工具可用？

连平：首先，现阶段的中国市场，总体
流动性增长较为平稳，并不存在流动性缺
乏问题。其次，即使需要增加市场流动
性，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首推长期处
于高位的存款准备金率。从央行角度看，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会达到较好的增
加流动性的效果，而且还有助于收缩长期
以来偏大的资产负债表。而银行将地方
政府债券抵押央行获得流动性，则会进一
步扩张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应该不是央
行所愿意接受的。因此，即使地方政府债
券将有可能用作抵押品，主要的方向依然
会是定向或结构性的，在较长一个时期内
不大会当作总量工具来加以使用。总体
来看，当前中国的市场环境无须实施量化
宽松货币政策，即便流动性有所不足，也
不应用债务置换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将

债务置换说成“中国版 QE”，不是理解上
的逻辑错误，就是别出心裁的“拉郎配”。

记者：应当如何来理解本次地方债置

换的作用？

连平：此次地方债务置换的直接目的
并不是解决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而
是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之一。从深层次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能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与保增长和控风险之间有着密切
的内在联系。

债务置换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系统性
风险。对地方政府来说，近年来，财政和
土地收入增长放缓的趋势基本确立，随着
债务总量的扩大，还本付息的压力不断加
大。债务置换能切实解决短期流动性问
题，还可以降低债务成本，不但大大缓解
了地方政府的短期债务风险，也有助于阶
段性化解这一问题。

记者：置换将对稳增长起到怎样的

作用？

连平：现阶段由于债务压力较大，地
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能力大大下降。在

缺少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其他社会资
金的投入力度也同步下降。债务置换后，
地方政府的财务压力将大幅减小，有动力
也有能力推动各类项目的建设。未来以
城镇化和“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一系列建
设项目，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较快
增长，也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问题。

记者：对商业银行又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

连平：对商业银行来说，地方政府债
务置换将盘活大量的存量信贷资源，置换
后商业银行将有更多的增量资源用于满
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这些都将对宏观
经济平稳运行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不
过，债务置换后，随着银行对地方政府的
敞口部分转化为低风险的债券资产，银行
信贷投放能力和意愿都将增加。而轻装
上阵的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可能再次扩
张，最终可能形成银行信贷继续以各种方
式投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现象，
使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与地方政府有
直接联系的债务实质上又获得了一次扩
张的机会，应当警惕这种动向。

中国市场总体流动性增长较为平稳
——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本报记者 张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