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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价格管理工具，加快国内大循环

提高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影响力

郭丽岩：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多依托国内统一

大市场，形成真实反映市场供需的价格信号，谋求与自身经

济水平相称的价格影响力，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循环流转和产

业关联畅通，支撑实现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为此，需要持续完善国内大宗商品产业链建设，提升国

内市场供应链韧性和抗冲击能力，积极有效应对各类市场风

险。同时，推动更多“中国价格”发挥信号作用，引导和鼓

励我国实体企业在国际贸易谈判和结算过程中主动使用“中

国价格”，更好反映国内市场供求关系，助推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加快回归经济基本面。

许英明：要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提高战略性矿

产资源供应链安全。加快建设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市场，在充

分发挥和拓展原油、铁矿石、铜铝、大豆等期货品种作用的

同时，继续推进铁矿石人民币跨境结算，并推出其他以人民

币标价和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逐步争取部分大宗商品定价

权。同时，建立大宗商品战略储备，针对对外依存度高、供

应链可能“卡脖子”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借鉴石油储备经

验，加快建立战略储备。

要严格落实外商投资法，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依托国内商品期货和现货交易市场，招引国际重

点企业参与国内期货和现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重点大宗商

品基准交割地和实物交割仓库，结合国内自贸试验区建设，

有序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期货特定品种范围，

提高重点大宗商品供应安全性。

要拓宽大宗商品多元化供应渠道，增强大宗商品供应链

韧性。稳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大宗商品合作项目。加强

与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供应国、供应商对接，增强大宗商品供

应链韧性。

管涛：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但是主要大宗

商品均以美元计价。未来要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

高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影响力，有序推进以人民

币计价的大宗商品交易。监管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期

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积极拓展期货品

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壮大资本实力，

为实体企业提供大宗商品现货供应、风险管理等综合性服

务，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对全球资源的掌控能力。实体企业

也应该基于风险中性原则，运用期货交易工具管理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的风险。

董浩：在一些国外供给占主导的大宗商品上，建议主动

调整供应布局，避免某些关键原材料受到单一企业或国家的

制约。此外，还要鼓励国内相关行业的整合，提高集中度，

从而在与上游的谈判中，占据主动。

（本文由本报记者祝惠春、冯其予、熊丽整理）

郭丽岩：当前这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主要是输入性因素和阶段性供求错配导致

的结构性问题，并非总量问题。所以，要保持政

策定力，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不急转

弯，把握好时度效，注重固本培元、稳定预期，采

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场有效供应、稳定市场竞争

秩序，消除市场不必要的担忧，查处和惩戒投机

炒作行为，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尽快回归经济

基本面，努力将物价总水平运行稳定在合理区

间，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受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部分国内企业原材料

采购周期有所延长，采购成本有所增加，尤其是

个别缺乏品牌、技术和规模效应的中小企业，可

能承受的压力更大一些。企业应当有化危为机

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努力通过自身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来对冲成本上涨压力，主动优化

原材料供应管理，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寻找新

机遇和新增值点。

许英明：宏观政策上要引导消费预期，增加

有效供给，降低企业成本。具体来说，一是加强

权威信息发布。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

因供给或突发事件冲击，部分商品的波动幅度

可能会加大，需进一步完善大宗商品价格监测

预警机制，密切监测和关注部分大宗商品波动

幅度，及时、有效地发布信息。二是择机适时出

台促进汽车消费、家电消费等政策，降低消费品

价格上涨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降低通胀预

期。三是增加大宗商品的有效供给。利用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利好基础原材料行业的契机，加

大国内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优先

安排国内新增优质大宗商品项目。鼓励大宗商

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企业，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环节“自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四是切实降低

相关企业成本。在调整钢铁产品进口关税，上

调出口关税政策的基础上，扩大产品适用范围。

管涛：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控内需，国

内需求难言过热，应该更多关注就业市场的变

化，同时需要密切关注信贷流向，防止企业因短

期价格快速上涨过度投资。

财政政策可能是当前应对结构性通胀的主

要工具，财政税收调控和定向支出功能有助于

缓解行业间冷热不均。目前，行业间复苏不平

衡现象仍旧存在，热的行业非常热，比如国际海

运和原材料生产部门。冷的行业还未走出疫情

带来的困境，比如国际旅游和部分服务行业。

企业需要判断价格是否可持续来决定投资计

划，以及疫情是否改变行业的生态来决定经营

计划。对于短期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依然需要

财政帮扶。

对企业来讲，尤其要利用好期货市场这一

工具。从当前看，期货市场已经构建了一个完

整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在这轮涨价中，也正

是由于期货市场的作用，很多企业成功地规避

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增加供应、稳定预期、抑制投机——

化解大宗商品涨价趋势
今年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其中，铁矿石、钢铁、铜等品种价格延续去年上涨趋势，有的创 10年

来新高,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5月 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有效应对大宗商

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5月 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此

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企业如何应对,我国如何提高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本期智库圆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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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供需错配是价格上涨主因

CPI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本版编辑 谢 慧 秦 悦 美 编 高 妍

郭丽岩：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输入性通胀问

题。PPI 主要反映的是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

品价格波动情况，受“三黑一色”（煤炭、钢铁、石

化、有色金属）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直接，是

一种典型的价格信号。PPI涨幅扩大，说明该价

格信号对原材料生产流通的引导作用在加速释

放，随着主要生产资料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上

下游供需匹配度将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领域的

稳价因素将明显增多。

客观而言，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以及去

年同期低基数等因素影响，近几个月 PPI涨幅还

将有所扩大，综合考虑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

二季度可能出现全年的高点。展望下半年，随着

PPI翘尾影响因素下降，加之主要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出现分化，部分品种随着供求匹配度提升而

涨幅收敛，PPI新涨价因素与二季度相比将有所

回调，预计 PPI同比涨幅可能有所收窄。综合判

断，此轮 PPI涨幅回升是阶段性、暂时性的，全年

将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同比涨幅在下

半年将有所回落。

大宗商品价格主要通过影响消费品价格影

响 CPI，考虑到终端消费品市场供给充裕且竞争

充分，价格从上游向下游传导有时滞且传导幅度

有限，所以不必过分担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

国 CPI 的拉涨影响。CPI 中食品和服务占比较

高，且受国际因素影响相对较小，食品中主要粮

食、肉菜蛋奶供应都比较充裕，尤其是猪肉价格

随着生猪生产恢复逐步回归正常水平，这些都是

支撑 CPI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展望全年，CPI

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将呈现“前低后稳”

的走势，预计同比涨幅将低于去年，全年物价调

控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许英明：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将对我国能源、化工、消费等产业链的价格产生

系统性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业品价格

表现和通胀预期，而且将会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传

导影响消费品，这种传导效应的扩散将影响我国

整体价格水平，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会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

也会进一步压缩相关企业的利润空间。

管涛：目前，从 CPI 和核心 CPI 的走势来

看，我国经济距离全面通胀还有距离。从一季

度经济指标来看，我国消费内需修复慢于其他

经济指标，政策传导相对较慢，体现在消费上就

是渐进修复。如果对比 2008 年四万亿元刺激

下的通胀走势，2011 年生活资料 PPI 月度环比

都在 0.3%以上，现在最高的也就 0.2%，4 月份仅

0.1%。虽然生产资料和大宗商品的涨幅已比较

可观，会部分向下游消费品传导，但是传导能力

也较为有限。从一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来

看，我国供应并不存在问题，产能还有过剩，可

能从长期看，通胀下行的压力更突出。输入型

通胀对我国居民消费冲击较为有限，主要是影

响行业间利润分配。结构性扭曲可能会导致一

些中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如果继续依

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本就比较高，未来还有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请分析一下，此轮价格上涨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给

企业成本带来的压力，宏观政策上应如何把握？企业如何应对？

4月份国内 PPI同比上涨 6.8%。有人担心，PPI快速上涨将传导至 CPI，造成物价

的全面上涨，对此怎么看？输入性通胀风险有多大，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

“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此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更凸显了这

个课题的紧迫性，如何提高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

产能过剩的担忧。

董浩：由于疫情防控有力，我国在货币政策

上相较其他国家并不激进，但在商品全球贸易

的体系下，也很难不受影响。原材料价格的抬

升，会有一部分影响到终端产品，但是中间加工

企业作为缓冲区也会吸收一定的抬升成本，所

以终端产品的价格提升不会比原材料剧烈。

CPI的涨幅也不会比 PPI剧烈。另外，CPI是由

必需消费品构成，并不是所有的消费品都受到

原材料价格的影响，比如生猪、蔬菜等农产品，

它们有自己的周期，预计 CPI 的提升水平会比

较温和。

郭丽岩：随着新冠疫苗接种面逐步扩大，全

球经济复苏带动国际大宗商品进入供需再平衡

阶段，在国际主要经济体宽松流动性助推之下，

国内外原材料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的态势。

此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成因，主要是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产生了冲击

性影响，扰乱了原有的供求节奏，不同类型经济

体之间复苏“错位”，主要供给国生产和供应恢复

明显滞后于需求端恢复，由此产生了阶段性供求

错配。同时，全球流动性较为宽裕，也加大了短

期内的价格波动。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与国际市场价格走势基

本接近，此外也与国内房地产、基建等行业景气

度回升等相关。

考虑到全球经济尤其是工业需求仍在恢复

阶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涨的需求支撑并

不是十分强劲，总体而言还是供过于求，只是部

分品种和局部区域存在供求结构性矛盾。

许英明：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

因素我认为有以下三个：一是世界经济延续复苏

态势，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但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供给仍受较大制约，需求复苏快于供给恢复，造

成供需错位。二是为应对疫情，多国央行采取

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

增长，通胀预期加剧。三是许多大宗商品具有

金融属性，“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管涛：主要经济体出台大规模刺激方案，尤

其是美国政府，疫情期间六轮刺激总额已达 5.7

万亿美元，当前市场预期总需求将趋于旺盛。

此外，疫情反复导致供给跟不上需求复苏，全球

供需错配。疫苗接种较快的发达国家需求回

升，出口原材料的新兴市场国家还在与疫情搏

斗。近期印度疫情大暴发可能会影响部分药品

和手机的供应。主要经济体央行实施超宽松货

币政策，拉高通胀，进一步助长了大宗商品市场

的投机氛围，凸显了大宗商品交易的金融属性。

董浩：我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

素是供需两端合力造成的。

需求方面，美联储在疫情之后增发的货币

超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10 年的货币增发

量，目前的货币环境是近 20 年来最宽松的货币

环境。此外，各国也相继加码了财政政策的支

持。同时，随着疫苗接种增加，主要经济体的疫情

在逐步好转，经济也在恢复之中。企业在短时间

内重启，需要补充大量的原材料库存，所以在短时

间内有一个激进的需求增长。除了受传统经济的

影响外，光伏新能源等新经济在过去两年里开始

进入了大规模的投产和运用期，这对一些原材料

的需求（比如铜、铝、镍）也有了大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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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2（高抵）20170321001-23、
CS02（高抵）20170321001-2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
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5月27日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20年09月30日。

联系方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联系人：段枫林 联系电话：0731-88909791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389号华美欧大厦三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金建军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B座9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