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闻12 2018年3月10日 星期六

3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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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份 ，CPI 同 比 上 涨 2.9% ，环 比 上 涨
1.2%；PPI 同比上涨 3.7%，环比下降
0.1%。

有关专家表示，尽管 2 月份 CPI 同
比明显走高，但市场供求等因素并没有
发生实质性变化，短期因素难以对物价
走势形成趋势性影响，因此今年中国经
济不存在通胀压力。

春节“错月”致CPI涨幅扩大

2月份，CPI同比上涨2.9%，涨幅比
上个月扩大 1.4 个百分点，自 2017 年 2
月份以来首次进入“2 时代”，创下了自
2013年12月份以来的新高。

“CPI 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受春节
‘错月’因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析说，今年春节在
2月份，而去年在1月份，春节“错月”致
使2 月份的对比基数相对较低，加之春
节前后食品和服务价格环比上涨导致
CPI同比涨幅扩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认
为，CPI 同比上涨2.9%是近4年来的新
高，也可能是今年年内的高位。今年春节
假期全在2月，消费需求旺盛，与此同时，
气温偏低影响食品生产供应。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4.4%，涨幅比上个月扩大4.9个
百分点，是近一年来首次同比正增长。
其中鸡蛋、鲜菜、鲜果、水产品等食品价格
大幅走高，同比涨幅分别达到 22.5%、
17.7%、8.7%、8.7%。此外，去年 2 月份
CPI同比涨幅仅有0.8%，为全年最低，低
基数对今年同期CPI有明显的抬升作用。

据测算，在2月份CPI2.9%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1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8个百分点。

2 月份，非食品价格和核心 CPI 都
为 2.5%，涨幅分别比上个月扩大 0.5 和
0.6个百分点。春节旅游旺季带动交通
旅游相关价格明显上涨，旅游类价格同
比上涨 13.5%，其中飞机票和长途汽车
票价格分别同比上涨19.7%和5.8%，旅
行社收费价格上涨12.2%。服务类价格
涨势较为明显，医疗服务、家政服务价格
分别上涨了7.2%和7.9%。

从环比看，2 月份，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环比
涨幅创下自2016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

“CPI环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主
要是受春节因素和气温偏低双重影响。”
绳国庆分析说，一方面，全国大范围降温
天气影响了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和运输，
加之春节期间需求和消费量增加，食品
价格上涨，影响CPI上涨约0.88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18.1%和 6.4%；水产品和畜肉类价格分
别上涨8.0%和2.0%，4项生鲜食品合计
影响 CPI 上涨约 0.82 个百分点。另一
方面，春节前后出行人员增多，推动交通
旅游价格上涨。

PPI涨幅连续4个月收窄

2月份，PPI同比上涨3.7%，涨幅比
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这也是PPI同比
涨幅连续4 个月收窄。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 4.8%，比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3%，涨幅与上
月相同。

在主要行业中，涨幅回落的有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上涨13.0%，比上月回落
0.4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上涨11.5%，回落3.6个百分点；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0.0%，回
落0.8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上涨7.4%，回落3.0个百分点；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 6.1%，回
落2.1个百分点。上述五大行业合计影
响PPI同比涨幅回落约0.57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2月份3.7%的同比涨幅中，去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3.5个百分
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2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2月份，PPI 由上个月上
涨0.3%转为下跌0.1%，这也是自去年7
月份以来，PPI 环比首次由上涨转为微
降。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1%，生
活资料价格持平。

正在全国两会上审议讨论的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 年，我国将坚持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质
量、安全等法规标准，化解过剩产能、淘
汰落后产能。专家认为，当前PPI 在基
数效应下涨幅回落，但仍将得到去产能
和环保限产的支撑。

CPI持续上升可能性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 年，我国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3%左右。这一目
标能否如期完成，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绳国庆表示，2月份，CPI受春节因
素影响涨幅扩大。不过，考虑到“节日因

素”消退，预计3月份CPI同比涨幅将有
所回落。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认为，2 月 CPI 同比数据大幅超市场预
期，主要因低基数和季节性因素导致。
随着基数效应和季节性因素消退，猪肉
价格下跌，原油价格已出现趋势性回落
等，CPI 同比数据将逐渐下行，2018 年
不可能出现高通胀。

从PPI看，连平认为，由于PPI环比
已经回落，新涨价因素走弱，今年PPI同
比涨幅将比去年明显回落。影响PPI走
势的主要是翘尾因素和政策限产因素。
翘尾因素呈上半年高、下半年低的特点，
因此PPI 涨幅整体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考虑去产能工作将持续推进，环保限产
力度加大，钢铁、水泥等去产能力度较大
的工业行业产品价格短期不会明显回
落，对产品价格形成支撑。因此，今年
PPI 涨幅可能明显低于去年，但出现同
比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连平表示，综合 CPI 和 PPI 走势来
看，预计未来二者之差会继续收窄，物价
运行整体温和，这一方面将为中国经济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较好的
环境，另一方面也能为宏观政策操作留
下灵活空间。

2月份CPI同比涨幅扩大，PPI同比涨幅回落乃短期及翘尾因素所致——

今年物价预计整体温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月
份金融数据显示，截至2月末，广义货币

（M2）余 额 172.9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8%，增速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8393亿元，同比少
增 3264 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增
加 3220 亿元，占比较高，反映出近期信
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在逐步增强。

“2月末M2增速回升至8.8%符合预
期。”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闫玲分析说，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性存款减少 5287 亿
元，大幅高于同是春节在2月份的2015、
2016年同期的财政投放力度。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是，2月份新
增贷款从 1 月份的 2.9 万亿元下降到
8393亿元。中泰固收研究团队认为，虽
然新增贷款减少，但考虑到其中非银贷
款下降了1795亿元，所以2月份贷款发
放力度并不弱，反映出实体经济间接融
资渠道依然畅通。

企业中长期贷款是反映企业信贷需

求状况的重要数据，也是市场观察企业
信心的重要指标。2月份企业中长期贷
款占比较高，占全部贷款比重的78%，绝
对增量和占比都处于近一年来的高位。
这反映出随着经济筑底企稳，企业部门
信贷需求旺盛。

“2月份贷款结构改善，政策继续支
持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闫玲说，这表现
在，2月份银行优先满足企业信贷，压缩
票据融资规模，减少了 775 亿元。居民
中长期贷款增量为3220亿元，连续第10
个月低于去年同期，居民加杠杆的增速
放缓。

数据显示，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为 1.1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828 亿
元。表外融资中，信托贷款增加 660 亿
元，同比少增 402 亿元；委托贷款减少
750亿元，同比多减1922亿元；未贴现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02亿元，较1月份显
著下降近九成。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今年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
5407 亿元，表外同比少增 11765.8 亿
元，相比之下融资方式表外转表内的特
征较为明显，“表外业务运行符合监管
趋势，直接融资增长有所改善。委托贷
款同比多减，信托贷款同比少增，都体
现了监管趋势和监管效果，同时也表明
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响应监管要求进行
业务调整”。

“此外，2月份企业债券和股票等直
接融资为1101亿元，体现出在近期利率
趋稳后，直接融资市场较前期有所改
善。”连平表示，信贷占比提升和直接融
资改善表明，脱虚向实政策的效力正在
进一步发挥。

中金固收研究团队判断，展望全年，
表外融资转回表内的趋势将在接下来一
段时间延续。相比于2017年，今年信贷
总量仍会保持平稳增长或者有一定回
升，结构上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在增速
上将更加均衡，融资偏向于普惠金融等

重点领域的特征将更加明显。
“总的来看，2月份融资端和负债端

不匹配的状况改善有限，需要警惕 3 月
末流动性可能带来的冲击。”闫玲表示，
社会融资增速虽然持续下滑，但前两月
的表内信贷增量不低。如果商业银行资
产负债表增速依然延续下滑趋势，1月同
比增速下滑的幅度仍在扩大，意味着商
业银行在资产端配置债券的需求增长依
然受到制约。

“未来应密切关注信贷增长及其结
构变化。”连平认为，前两月新增信贷和社
会融资规模均不低，且企业中长期贷款增
加较多，显示当前融资需求较为强劲，这
一方面反映了当前实体经济运行平稳，总
体形势较好；另一方面也说明表外融资转
向表内带来的融资需求不容低估，贷款利
率上行压力可能不小。但近期银行资本
补充工具扩充、下调拨备要求等政策，对
银行加大表内信贷投放力度、支持实体
经济融资具有一定支撑作用。

2月份金融数据显示企业中长期贷款绝对增量和占比均处高位——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逐步增强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当地时间3月8日，美国总统
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进口铝
产品分别征收 25%、10%的高关
税。实施这项措施，本质上是美
国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
之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方
应尊重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避
免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严
重冲击。

此前，美国拟将征收钢铝高
额关税的消息在 3 月初传出后，
欧盟、巴西、韩国、澳大利亚、土耳
其、俄罗斯等众多世贸成员纷纷
表示强烈反对，并强调将对美方
这一错误行为予以有力反制。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盟将坚
决回应，以捍卫欧盟利益。同时，
美国政府和国会分歧迅速扩大，
国会众议长瑞安、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麦康奈尔均对贸易战风险表
达了担忧。特朗普经济团队核心
人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
恩甚至因为反对这项举措而辞
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日前
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提出的这项
贸易救济措施不仅会伤害其他经
济体，也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如此巨大的负面反响凸显出
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从历史经
验还是现实考量来看，打贸易战
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
径。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局长王贺军9日发表谈话时更是
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方的做法是

“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肆意破坏”。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国际贸易

形势复杂，贸易谈判也异常艰难。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
泽维多日前就美国的行为发出警告称，世贸组织“各成员应
规避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贸易壁垒提升的风险”。面对这
种情况，采取更加封闭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只会引发贸
易战，没有哪一方会从中获益，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双输。联
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机构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冈
萨雷斯日前指出，10多年前美国小布什政府针对进口钢铁
加征关税的保障性措施，不仅让有关国家受损，最终还导致
美国相关产业减少了20万个工作岗位。这充分说明，在经
济全球化的今天，选择贸易战不仅不得人心，对于解决自身
经济问题也是抓错了药方，结果只会损人害己。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开放是国家繁荣
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当前，各国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同
时，历史也已经证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贸组
织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多边贸易体制是繁
荣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因此，对于现行的世界贸易体系来说，有效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认真遵守多边规则，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保
证。各方应当摒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断
加强合作，积极采取行动，共同维护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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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资本市场尚未完全从此前修正恢复之际，美国
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次冲击了美欧资本市场。多家
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轮保护主义是毫无
经济逻辑支持、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日前，特朗普表示要对全球钢铁和铝制品实施高额关
税，同时在向国会提交的《2018贸易政策议程暨2017年度
报告》中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次凸显。受此影响，全球避险
情绪快速上升，黄金和日元上涨，各地股票市场纷纷下滑。

“虽然我们预计相关负面影响有限，但是特朗普政府的
这一做法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瑞银集团发布研
究报告认为，特朗普的本轮“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经济
的拉动效果非常有限。钢铁和铝制品进口在美国经济中占
比非常低，占总体进口和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6%和
0.2%。但是，如果遭到欧盟等国家的一致反制，美国经济
面临的负面冲击将上升。

本轮保护主义措施将把更多成本转嫁至美国国内下游
产业部门。瑞银集团表示，受关税变化影响，美国钢铁进口
将会下降。虽然国内剩余产能能够弥补部分缺口，但美国
国内钢企短期内提升产能的可能性不大，美国钢铁价格将
会大幅上升。因此，下游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美国金属制
品企业、建筑企业和汽车制造业都将遭受冲击。

同时，美国的本轮保护主义措施还会对欧洲市场造成
连带冲击。瑞银认为，受本轮贸易保护措施影响最大的将
是美国的欧洲盟友和加拿大。

在金融机构密切关注美国举动的同时，欧洲各国政府
也反应强烈。欧盟呼吁上诉世贸组织并实行贸易反制，就
连美国最为亲密的盟友英国也表示，希望美国放弃大规模
贸易救济措施，因为大规模钢铁关税将给英国钢铁产业造
成巨大的压力。破解钢铁贸易失衡，需要在多边层面从根
源上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玛丽·迪伦表示，美国
计划对进口钢铝征收高额关税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关税加征
范围、征收水平，以及钢铁及铝材制造企业通过削减成本或
适当降低利润率从而部分抵销关税增加所造成影响的能
力。不过，美国这一保护措施对中国市场影响有限。

穆迪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加征关税对于亚洲经济体
的直接经济影响很小。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的直
接钢铁出口仅占总出口量的1%或钢材总产量的0.1%。从
更长远来看，美国征收钢铁和铝材进口关税可能导致全球
贸易关系显著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继续
采取其他措施，以及其他国家对此作出的反应。

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北京3月9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1月份技术进出口大幅增长，全国共登记
技术进出口合同 1341 份，合同总金额
311 亿元。其中，进口合同 642 份，金额
176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合同699

份，金额135亿元，同比增长24.6%。
从技术贸易方式来看，以专利技术、

专有技术、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许可
和转让形式开展的技术贸易日益活跃，
规模快速增长。1月份，专利技术、专有
技术、相关商标许可和计算机软件的进

口合同金额为 137.6 亿元，同比增长
61.4%，占技术进口总额的 78.2%；出口
合同金额为33.5亿元，同比增长51.7%，
占技术出口总额的24.8%。

从技术贸易市场来看，芬兰、日本、
美国是前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进口金

额分别为31.7亿元、30亿元、27.8亿元，
合计占技术进口总额超过50%；美国、中
国香港、芬兰是前三大技术出口目的地，
出口金额分别为 28.7 亿元、22.6 亿元、
14.9亿元，合计占技术出口总额近50%。

数据还显示，今年 1 月份我国服务
进出口总额为 4229.7 亿元，同比增长
9.7%。其中，出口 1517 亿元，同比增长
15.8% ；进 口 271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6%；逆差1195.7亿元。商务部服贸司
负责人介绍，1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
创新高，生产性服务进出口表现抢眼，且
高端服务进口成为亮点。

我国1月份技术进出口大增
服务进出口增速创新高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25 印完时间：5∶40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