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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复苏、贸易摩擦升级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

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看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在前期已经谈判大幅降价基础上，抗癌药价又进一步降低，
患者药品费用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此次降税政策是我国政府提高抗癌药品可支付性“组合拳”
的第一步。政府应建立价格调控引导机制，全面提升治疗严重
疾病高值药品的可支付性

进口抗癌药品关税降至零，多家企业主动申请调价——

癌症患者用药负担将持续减轻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世界经济热点前瞻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市场在整体升温的同时，市场结构有所分化。金属价格整体降温，黑金属和有

色金属价格继续分化；农产品价格则保持相对平稳，呈小幅上扬态势。展望下半年，全球大宗商品整体价格将继

续保持温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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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复苏、贸易摩
擦升级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主要
大宗商品市场在整体升温的同时，市场结
构有所分化。石油等能源类大宗商品价
格继去年大幅跃升28%之后，今年继续显
著攀升；金属价格整体降温，黑金属和有
色金属价格继续分化；农产品价格则保持
相对平稳，呈小幅上扬态势。展望下半
年，全球大宗商品整体价格将继续保持温
和上涨，但不同产品分化依旧。世界银行
代理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南·德瓦拉扬表
示：“全球经济增长加快和需求上升是推
动大部分大宗商品涨价和未来大宗商品
价格看涨预期的重要因素。”

能源价格大幅飙升

地缘政治成为看点

1月份至今，国际油价一路震荡上
扬，目前已升至 2016 年初谷底价的一
倍多。欧佩克发布的石油市场月度报告
显示，今年6月份的欧佩克一篮子油价
均价为 68.43 美元/桶，比年初大幅上
涨 36%；同期布伦特油价为 71.16 美
元/桶，同比上涨 35.1%，西德克萨斯
油价为65.46美元/桶，上涨31.1%。三
大国际原油基准价均录得三成以上涨
幅，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的联合减产；二是全球经
济回暖提振原油需求；三是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并威胁升级对伊朗的制裁。

国际油市将保持供需“紧平衡”。
欧佩克预测，今年原油日需求量为
9885 万桶，比去年增加 165 万桶，而
2019 年日需求量将继续增加，可能首
次超过1亿桶大关。亚洲、拉美和中东
国家对原油的需求稳步上升。从供应方
面看，非欧佩克国家今年石油日产量为
5954 万桶，比上年增加 200 万桶，明
年将继续增加，增产方主要为美国、巴
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和
英国。欧佩克 15 个成员国今年的原油
日产量为 3233 万桶。由于经济陷入困
境，拉美主要产油国委内瑞拉的原油产
量不断萎缩。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委原油日产量为162万桶，二季度降至
152万桶，明显低于去年。而利比亚和
尼日利亚的增产，以及页岩油增产速度
超预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油市
的紧张局面。

今后一段时间，地缘政治将成为影
响油价的主要因素。一旦美国对伊朗制
裁升级，限制伊朗原油出口，国际油市
平衡被打破，油价将大幅攀升。今年上
半年，伊朗原油日产量为381万桶，大
部分供出口，主要销售至东亚和南亚国

家。近期，美国与伊朗交恶，相互隔空
互怼。美国扬言要封杀伊朗的石油出
口，伊朗则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切
断包括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
等海湾国家的石油海运线路。这将给国
际能源市场带来“灾难”性后果。

金属行情继续分化

供需平衡有待形成

黑金属与有色金属价格走势继续分
化，是今年金属价格行情的最重要特
征。铁矿石价格的下跌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其他商品的强势，金属价格整体降
温。目前全球铁矿石市场呈现供应寡
头、需求集中的格局。淡水河谷、力
拓、必和必拓与 FMG 四大主要矿商提
供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 70%以上，同
时，作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消费国的中
国，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变动的主导因
素。目前全球铁矿石需求快速上升的阶
段已随着中国需求减缓而结束，国际铁
矿石供需格局进入了新的阶段，短期内
供应过剩的现象难以改变。7月份 58%
品位干基粉矿到岸价格为 52.52 美元/
吨，比1月份的月均价57.99美元/吨要
低 10%。世界银行发布的 《大宗商品
市场展望》 报告预测，2018 年铁矿石
平均价格较2017年将大幅下降18.6%。

铁矿石价格的下挫，刺激了一些国
家钢铁消费的增加。印度政府提出粗钢
年产量 3 亿吨的目标，并计划在 2030
年前投资 10 万亿卢比进行扩能。国际
钢协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世界粗
钢产量 8.815 亿吨，同比增长 4.6％，
增加产量 3910 万吨；6 月份，全球粗
钢产能利用率 78.5%，同比增长 3.8 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1.0个百分点。

在有色金属行情方面，国际铜业研
究组织 （ICSG） 认为，2018 年全球铜
产能增速将回落至 2.7%左右的低点，
本轮产能扩张结束，铜价将小幅上涨。
世界金属统计局 （WBMS） 发布的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铜市缺口为
19.7万吨，远远大于去年的铜市场供应
短缺 6.5 万吨，也明显高于 2016 年全
年的 6.9万吨，这反映出铜矿供给缺口
正在逐渐被拉大。世界银行预测，今年
的 铜 平 均 价 格 为 6118 美 元/吨 ， 较
2017年小幅上涨1.1%。

铝行情与铜颇为相似。随着全球最
大的铝生产国去库存去产能的进一步推
进，中国铝产量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供
给缺口将会放大。俄罗斯铝业数据显
示，2018 年全球铝市供应短缺量将从
2017 年的 130 万吨扩大至约 170 万吨，

铝价存在上行的动力。世界银行预测，
今年全年铝平均价格为 1968 美元/吨，
较2017年小幅上涨0.9%。WBMS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铅、镍、锡的市场
供应都存在短缺现象，这将继续推动有
色金属价格走高。黄金价格则受美欧伙
伴政策收紧而回落，世界银行预测，
2018 年黄金价格将小幅下降 1.0%。今
年以来，黄金需求呈疲软态势，二季度
黄金需求总量滑落至964.3吨，为2009
年以来新低，同期市场供应出现 3%的
增长，达到1120.2吨。

粮食供应总体平稳

需求放缓价格承压

当前，全球人口增长率呈进一步下
降趋势，随着主要新兴经济体需求增长
减速，人均主食消耗量趋于饱和，全球
范围内对农产品和粮食需求增长放缓，
而供给方面则保持平稳。经合组织和联
合国粮农组织共同编制的 《2018 年—
2027年农业展望》年度报告显示，全球

大多数农产品生产将稳步增长，大部分
谷物、肉类、乳制品和鱼类产量达到创
纪录水平，其中谷物库存水平已升至历
史最高。不过，受洪涝灾害或干旱少雨
等恶劣天气影响，一些国家粮食歉收，
存在供应短缺现象。在供求关系作用
下，该展望报告预计未来10年主要农产
品价格将保持低位。

数据显示，全球小麦连续 5 年增
产，目前库存已达2.68亿吨。大豆、大
米仍处于产大于需的格局，当前库存分
别为 9832 万吨和 1.41 亿吨。受近年来
价格低迷影响，玉米种植面积下滑，产
量下降，基本面由产大于需转为产不足
需，期末库存大幅下降10%。产需关系
的转变给玉米价格带来支撑，此外，由
于玉米可以作为工业乙醇的原料，随着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移，相应对玉米价
格构成利好。专家指出，当前多数农产
品供需基本面偏松，长期来看，价格处
于低位，下降空间不大；玉米等个别品
种产需关系略紧，价格可能出现季节性
上扬。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下调 14种前
期国家谈判抗癌药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
格，要求 9 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
平台都要按照调整后新价格公开挂网采
购。同时，国家医保局正在对 18种目录
外的独家抗癌药开展医保准入专项谈
判，进一步减轻癌症患者经济负担。

从今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品关
税降至零，原16%增值税可选择按3%简
易纳税征收。目前，多家药企主动申请
调价。还有部分企业表态，愿意在国家
降税基础上再下调。据估算，“零关税”
和增值税减按3%征收，相当于药价能降
低近20%。降税政策究竟能让患者享受
到多大优惠呢？

税收政策调整后，国家医疗保障局
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与相关 17 个抗癌药涉及
的 12家企业进行了协商，根据税收政策
变动情况重新确定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
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并签订
了补充协议。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17 个药品中有
2 个国产药 2014 年底前就已经采用 3%
简易计税，1 个国产药未选择简易计税，
本次调税对终端价格无影响，其余 14个

药品降幅在 3%至 7.8%之间，平均降幅为
4.86%。在前期已经谈判大幅降价基础
上，抗癌药价又进一步降低，患者药品费用
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院长
丁锦希及讲师李伟经测算后认为，大部分
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主要集中在
2%至 6%之间，并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
高。假设A药品出厂价800元/盒，经销商
以1000元/盒的价格销售给医疗机构。在
这个环节降税前16%的“一般纳税”是以企
业购进和销出价格的增值部分200元为计
税依据，应纳税 32 元/盒；3%的“简易纳
税”则以单笔销售金额 1000 元/盒为计税

依据，应纳税30元/盒，所以降税前后差
额仅为 2 元。因此，由于两种纳税方式
计税依据不同，应缴纳增值税率不能简
单认为“降低了13%”。

一般来说，税改政策对企业税费负担
影响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与
流通加价率呈正相关，即“加价率越高，降
税政策效果越显著”；其二，与流通交易环
节呈负相关，即“流通环节越多，降税政策
影响越小”。专家建议，国家主管部门还
应与企业充分沟通，在核实药品流通各环
节的真实加价和开票纳税情况的基础上，
指导企业精准测算药品价格降幅，合理降
价，既保证将降税额度全部让利于民，又

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机制。
目前，各地陆续推动抗癌药品价格

下调，由药企自行申报最新价格。
政府此次抗癌药品降价“组合拳”包

括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税收减免、集中招
标采购、推进仿制药等。各种方式虽然
都能促进抗癌药降价，但是手段不一样；
有的是对进口药品起作用，有的是对目
录外药品起作用，有的是对目录内药品
起作用。

其中，国家医保局通过抗癌药进入国
家医保目录谈判，本质上是以医保报销带
来的销量增加作为筹码，促使抗癌药降
价。通过医保谈判，患者减负效应远大于
抗癌药降价效应，患者减负不仅仅通过降
价，更主要是通过医保报销来实现。

专家表示，此次降税政策是我国抗癌
药品降价“组合拳”的第一步。政府应建
立价格调控引导机制，全面提升治疗严重
疾病高值药品的可支付性。一方面，从需
求侧着手，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完
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促进高值药品
以合理支付标准尽快纳入医保。另一方
面，从供给侧出发，促进优质仿制药在专
利到期后快速上市，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引
导药品价格下降。

气象预警信号蓝黄橙红代表什么气象预警信号蓝黄橙红代表什么

男职工用不用缴生育险男职工用不用缴生育险
近期近期，，关于医保和生育险的网文在一些网络平台持关于医保和生育险的网文在一些网络平台持

续传播续传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医保断缴个人账户会清医保断缴个人账户会清
零零，，男职工和不再生育的女职工不用缴生育险……一男职工和不再生育的女职工不用缴生育险……一
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让不少人担心起自己的医保账户让不少人担心起自己的医保账户
来来。。本期主持人为大家一一解读本期主持人为大家一一解读。。

问问：：医保断缴了医保断缴了，，个人账户里的钱会清零吗个人账户里的钱会清零吗？？个人个人

能否提取能否提取？？

主持人主持人：：城镇医保实行城镇医保实行““统筹加个人账户统筹加个人账户””制度制度，，断断
缴一定时间后缴一定时间后，，统筹账户计算连续缴费年限需重新开统筹账户计算连续缴费年限需重新开
始计算始计算，，缴费年限清零缴费年限清零，，但个人账户里余额不会清零但个人账户里余额不会清零。。

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个人账户资金来源，，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一部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一部
分分，，不是储蓄性的资金不是储蓄性的资金。。因此因此，，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
个人医疗支出个人医疗支出，，是专用账户是专用账户；；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结结
转使用和家属继承都是制度允许的转使用和家属继承都是制度允许的。。目前目前，，很多地区很多地区
已经着手拓宽医保个人账户的用途已经着手拓宽医保个人账户的用途，，比如比如，，从今年开从今年开
始始，，广西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范围广西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范围，，个人个人
账户资金除可支付其配偶账户资金除可支付其配偶、、子女子女、、父母父母、、配偶父母的医配偶父母的医
疗保障费用外疗保障费用外，，还可支付其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还可支付其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医用材料以及批准文号为国药健字的保健医用材料以及批准文号为国药健字的保健
食品等食品等。。

问问：：男职工缴纳生育险有什么用男职工缴纳生育险有什么用？？

主持人主持人：：生育保险基金是整个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一生育保险基金是整个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个组成部分，，是依据国家法律规定专门为生育职工支是依据国家法律规定专门为生育职工支
付有关待遇而筹集的款项付有关待遇而筹集的款项，，其主要作用是为生育而暂其主要作用是为生育而暂
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女职工支付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女职工支付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根据根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规定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因因
此生育保险属于强制参保此生育保险属于强制参保。。但这笔钱实际上并非出自但这笔钱实际上并非出自
职工个人职工个人，，而是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而是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职工职工
并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并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有观点认为男职工不生孩子有观点认为男职工不生孩子，，享受不到生育保险的享受不到生育保险的
相关待遇相关待遇，，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根据根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已用人单位已
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职工
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也也
就是说就是说，，如果男职工的配偶因为未就业没有缴纳社保如果男职工的配偶因为未就业没有缴纳社保，，
则其怀孕生产后则其怀孕生产后，，相关检查及医疗费用可以在男方所相关检查及医疗费用可以在男方所
在用人单位报销在用人单位报销。。此外此外，，男职工还可以享受到陪产假男职工还可以享受到陪产假，，
并正常领取工资并正常领取工资。。

问问：：增加了生育奖励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职工生育津贴能相应增职工生育津贴能相应增

加吗加吗？？

主持人主持人：：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部分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部分，，其发其发
放是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放是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 3030
天天，，再乘以产假天数计发再乘以产假天数计发。。符合法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法规规定生育子
女的夫妻女的夫妻，，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
待遇待遇。。

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生育奖励假并未作统一规生育奖励假并未作统一规
定定，，有的地区把新增加生育奖励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有的地区把新增加生育奖励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
范围范围，，其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按照生育津贴支付标准其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按照生育津贴支付标准
支付支付。。但也有部分省市并没有延长生育奖励假但也有部分省市并没有延长生育奖励假，，因此因此
职工生育津贴也不会增加职工生育津贴也不会增加。。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韩秉志韩秉志））

88月过半月过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 55个台风生成个台风生成，，
热带气旋活动一直处于活跃期热带气旋活动一直处于活跃期。。但对于黄淮以南的大但对于黄淮以南的大
部地区而言部地区而言，，目前仍是暑气正浓目前仍是暑气正浓、、闷热难耐的时候闷热难耐的时候。。88
月月 1414 日日 1010 时时，，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暴
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这些气象预警信号都代这些气象预警信号都代
表了什么表了什么？？未来天气形势还将如何发展未来天气形势还将如何发展？？请听本期主请听本期主
持人的解答持人的解答。。

问问：：台风扎堆台风扎堆，，强度几何强度几何，，会有哪些影响会有哪些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近期近期，，我国从南到北出现大范围降水我国从南到北出现大范围降水，，形形
成成 33 条明显雨带条明显雨带：：一是华北到东北地区的东北—西南走一是华北到东北地区的东北—西南走
向雨带向雨带，，属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降水属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降水，，主要是由于副热带主要是由于副热带
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弱冷空气配合造成的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弱冷空气配合造成的，，降降
水以阵性或雷阵雨为主水以阵性或雷阵雨为主，，强降雨区分散性强强降雨区分散性强，，局地还伴局地还伴
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二是受今年第二是受今年第 1414号台风号台风““摩摩
羯羯””影响影响，，在浙江在浙江、、安徽安徽、、河南等地形成的东南—西北向河南等地形成的东南—西北向
雨带雨带；；三是受今年第三是受今年第 1616 号台风号台风““贝碧嘉贝碧嘉””影响下的华南影响下的华南
南部至云南地区的强降雨带南部至云南地区的强降雨带。。

从常年平均来看从常年平均来看，，88 月是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月是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近近
日日，，受台风受台风““贝碧嘉贝碧嘉””和低压和低压““摩羯摩羯””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响，，河南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250250 毫米毫米
至至280280毫米毫米）；）；未来未来33天天，，广东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岛仍广西南部和海南岛仍
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需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问问：：气象灾害蓝色气象灾害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黄色预警信号代表代表什么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气象灾害预警是指导防灾的重要依据气象灾害预警是指导防灾的重要依据。。它它
分为台风分为台风、、暴雨暴雨、、冰雹冰雹、、大雾大雾、、道路结冰道路结冰、、高温高温、、寒潮寒潮、、灰灰
霾霾、、沙尘暴沙尘暴、、雷雨大风和大风等雷雨大风和大风等，，等级用蓝色等级用蓝色、、黄色黄色、、橙橙
色和红色色和红色，，分别代表一般分别代表一般、、较重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严重和特别严重 44 个个
等级等级。。

问问：：台风台风、、暴雨暴雨、、高温预警齐发高温预警齐发，，该注意些什么该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今年入汛以来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气候波动大我国气候波动大，，呈现北呈现北
方降雨多方降雨多、、生成台风多生成台风多、、强对流天气多强对流天气多、、高温日数多等高温日数多等
特点特点，，而暑期出游恰恰与灾害性天气多发的主汛期相而暑期出游恰恰与灾害性天气多发的主汛期相
互叠加互叠加。。

游客出行期间规避风险的最重要做法就是及时关游客出行期间规避风险的最重要做法就是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信息注天气预报信息，，尽量避开灾害性天气影响时段尽量避开灾害性天气影响时段，，做做
好天气应急攻略好天气应急攻略，，以应对突发气象灾害以应对突发气象灾害。。在涉及水上在涉及水上
游乐项目时游乐项目时，，对于灾害性天气必须以预防为先对于灾害性天气必须以预防为先，，特别特别
要关注大风要关注大风、、海浪等预报预警信息海浪等预报预警信息。。在山岳型景区游在山岳型景区游
玩时玩时，，碰到打雷天气碰到打雷天气，，尽量不要到山顶上去尽量不要到山顶上去，，不要乘不要乘
坐缆车坐缆车；；不要脱离景区规定路线不要脱离景区规定路线，，避免遭遇山洪避免遭遇山洪、、泥泥
石流等灾害石流等灾害。。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