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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预期平稳 年内涨幅可控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班娟娟）国
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8%，涨幅与上
月持平，前八个月 CPI 平均涨幅 2.4%；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 0.8%，降幅比上
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在影响 8 月 CPI 的食品
因素中，鲜菜价格同比转降，鲜果价格涨幅也
明显回落。对于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中央多
部门近日接连发文促进生猪稳产保供，地方也
在密集出台相关举措。商务部最新监测数据
显示，上周（9 月 2 日至 8 日）猪肉价格涨幅已
经放缓。
专家表示，当前物价预期整体平稳，多个
抑制物价上涨的有利因素显现。多方发力下
猪肉供应将稳步增加，带动价格企稳。加之其
他新涨价因素压力不大，整体 CPI 上行压力可
控，全年将维持在 3%以内，预计在 2.5%左右，
不会扰动货币政策。
前八个月 CPI 平均涨幅 2.4%
数据显示，8 月 CPI 环比上涨 0.7%，涨幅比
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2%，非食品价格上涨 0.1%。
“ 食品中，猪肉供
应偏紧，
（8 月）价格上涨 23.1%，涨幅比上月扩
大 15.3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62 个百分
点。时令瓜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下降 10.1%，
影响 CPI 下降约 0.2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表示。
同比看，8 月 CPI 上涨 2.8%。1 至 8 月平
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4%。其中，8
月食品价格上涨 10.0%，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
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93 个百分点。
“从结构上看，CPI 上涨动力主要来自于
食品。”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非食
品 CPI 当月同比上涨 1.1%，涨幅较前值回落
0.2 个百分点，创 2016 年 5 月以来的新低。
沈赟表示，据测算，在 8 月 2.8%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6 个百
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2.2 个百分点。
此外，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
出，核心 CPI 同比再度回落。8 月核心 CPI 同
比继续下降至 1.5%，是 2016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
水平。
多方发力促生猪稳产保供
8 月物价运行中，猪肉价格仍是各方关注
焦点。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8 月下旬以
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招，促进生猪生产保
障猪肉供应，稳定猪肉价格。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
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意见提出，要稳定
当前生猪生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
产扶持力度，并在加大金融政策支持，保障生
猪养殖用地，强化法治保障等方面做出具体安
排。在此之前，8 月 21 日和 9 月 4 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都对猪肉保供稳价进行部署，提
出适时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
话会议强调，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恢复生猪
生产，确保猪肉供应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部委层面，近 20 天来，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银保监会、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接连

发文出招，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模养殖、农
机购置补贴、中央预算内投资、贷款贴息、养殖
补贴、用地审批、运输便利、信贷和保险支持等
多方面予以大力度支持。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截至目前，已有黑龙
江、重庆、安徽、河北、四川、江苏、山东、福建、
辽宁、广东等十余省份出台促进生猪生产、确
保生猪供应的详实举措。
年内物价料将保持平稳运行
业内人士表示，年内物价预期平稳，多个
抑制物价上涨的有利因素已经显现。
发改委日前表示，将增加猪肉、水果、蔬菜
等农产品生产供应，
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商务部 10 日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9 月 2 日至 8 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

格小幅上涨。肉类批发价格涨幅放缓，其中猪
肉批发价格为每公斤 35.11 元，上涨 1.5%，涨幅
比前一周回落 7.4 个百分点。
银河期货研究所指出，CPI 翘尾因素对物
价上涨因素逐渐减弱，11 月将完全消失；核心
CPI 依旧稳定，并出现一定回落；受翘尾因素
影响，PPI 难以回升进而影响到 CPI。
“预计 9 月 CPI 同比仍将回落，下半年 CPI
同比的走势将受猪肉价格影响，猪价本身的走
势以及猪肉项权数的变化都不可忽视。有关
养殖以及价格平抑机制的启动可能对猪价的
涨幅边际产生压制。”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
一平表示。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认为，
9至10
月由于翘尾因素的回落和国家猪价调控的影响，

QFII、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全面取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张莫）国
家外汇管理局 9 月 10 日宣布，经国务院批
准，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以下
合称
“合格境外投资者”
）投资额度限制。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是中国金融市场
开放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自 2002 年实施
QFII 制度、2011 年实施 RQFII 制度以来，来
自全球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00 家机构
投资者通过此渠道投资中国金融市场。多
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坚持在有效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推进金融市场对外
开放，持续推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外汇管

理改革，
已于 2018 年取消相关汇兑限制。
外汇局表示，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
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合
格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改
革举措。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
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
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
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中国债
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更广泛地被国
际市场接受。
在此次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
限制的同时，RQFII 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
一并取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

百强房企 8 月业绩增速整体放缓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高伟）8
月房地产市场继续走弱，重点城市成交量仍
处于下降通道。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近日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百强房企单月业绩规
模与 7 月持平，不及上年同期单月 1.3%的环
比增速，市场观望态度明显。
从今年以来房企整体业绩表现来看，1
至 8 月，按照可比口径统计，百强房企的累
计业绩同比增速在 4%左右。相比前两年，
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
从 8 月单月数据表现来看，克而瑞方面
重点监测的 38 家房企中半数以上较上月业
绩提升，其中部分房企表现突出，如华润、建
业、保利置业单月环比增幅均保持在 50%以

上，这主要得益于企业推案节奏和对城市布
局的把控得当。另外，有 15 家单月业绩环
比下降，旭辉和招商蛇口 8 月实现单月销售
金额 137.4 亿元和 180.9 亿元，分别环比下降
5.6%和 6.4%。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相关分析人士分
析认为，8 月部分房地产企业业绩上升，主
要是由于今年下半年企业加大供货力度，项
目总体去化率并不佳。预计随着传统“金九
银十”销售旺季的到来，房企将加大推案与
营销力度。9 月供应压力将进一步改善，成
交量有望企稳回升，
但整体回升幅度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转冷
的大环境之下，房企投资布局持续回归二

CPI 可能呈平稳态势。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
员李超表示，除猪价外其他新涨价因素压力不
大，
整体 CPI 上行压力仍然可控，
通胀短期快速
上行突破3%的风险不大，
全年或在2.5%左右。
业内专家认为，下一步货币政策不会受较
大冲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
当前通胀压力仍主要来自供给扰动下的猪肉
涨价，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都在走弱，难以扰
动货币政策。
中金宏观也认为，近期食品价格上涨不太
可能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
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食品在消费总支
出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将核心 CPI
和 PPI 等视为广义通胀和名义投资回报的更
有效指标。

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欢迎符合条件的全球各
地境外机构使用境外人民币开展境内证券
投资。取消 RQFII 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有
助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
市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
度。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此
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标志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取得重要进展，进
一步提升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助
于建设一个规范、
透明、
开放、
有活力、
有韧性
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境外投资者会增加中
国股票和债券的配置规模，促进国内资本市
场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有利于
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建设，
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线。8 月，受监测企业的新增土储当中，一
线城市建面占比 3%，二线城市新增建面占
比 48%，三四线城市新增建面占比 49%。从
城市区域分布来看，房企在中西部拿地力度
较大，其中昆明连续多月成为房企重点布局
二线城市，太原、长沙、郑州当月土地成交量
同样走高。
克而瑞方面的数据显示，综合来看，规
模房企 8 月在三四线城市的拿地分布较为
均衡，市场风险较小的长三角依旧占比最
高，但不足四成，相较 7 月超五成的比例明
显回落。
上述分析人士分析指出，从目前房地产
市场整体情况来看，预计今年“金九银十”传
统楼市旺季营销活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特价房、一口价房限时特惠等活动会越来越
多，
但大范围的大幅度降价不会出现。

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有近 40 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个股也跌多涨少，涨幅最大的
乐鑫科技上涨 5.89%，下跌个股跌幅均在 3%
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电（记者桑彤）A
深证成指收报 9853.72 点，跌 111.21 点， 以内。
股市场连续两日回调，深市回调幅度大于 跌幅为 1.12%。
板块概念方面，能源加工、银行类、氢
沪市。上证综指险守 3000 点。
创业板指数跌 1.26%至 1703.54 点，中 能源涨幅居前，能源加工涨幅超过 1%；白
当日上证综指以 3029.93 点小幅高开， 小板指数跌 1.20%至 6198.72 点。
酒、贵州、动物疫苗跌幅居前，跌幅均逾 3%。
全天震荡走低，最终收报 3008.81 点，较前一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逾 2500 只
深沪大势分析
交易日跌 12.39 点，
跌幅为 0.41%。
交易品种下跌，逾 1000 只交易品种上涨。

A 股连续两日回调

上证综指险守 3000 点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 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3.57
4.37
5.73
6.16
5.97
5.55
6.20
7.27
12.11

-1.108
0.000
-0.521
+0.163
-0.167
-0.893
-1.274
+1.964
-2.102

42764
12293
34114
11381
164448
86751
76098
331500
28066

名称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收盘价 成交额（万）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青海金翔国际票务8865555
青海金翔国际票务
8865555

昨日

豫能控股
康旗股份
日科化学
中威电子
宏达新材
瑞达期货

名称

红阳能源
浙江广厦
新奥股份
南华期货
凤凰光学
号百控股

3.83
9.31
7.78
10.97
7.79
11.74

10.06
10.05
10.04
10.03
10.03
10.03

汇中股份
法尔胜
跨境通
宝塔实业
三联虹普
雏鹰退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5.58
6.46
10.32
14.95
12.54
16.18

10.06
10.05
10.02
10.01
10.00
9.99

合锻智能
华东电脑
博通集成
商赢环球
大智慧
淳中科技

13.56
6.46
8.60
4.29
23.15
0.20

-9.60
-9.40
-9.38
-9.30
-9.18
-9.09

京东方Ａ
TCL 集团
美锦能源
雏鹰退
中国广核
东方财富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6.44
28.50
130.01
20.28
9.42
34.52

-10.06
-9.35
-9.08
-8.65
-7.01
-6.65

中国联通
*ST 信威
农业银行
大智慧
海通证券
太平洋

4.05
3.76
12.09
0.20
4.61
16.42

565825
315531
367604
6067
135730
437229

收盘价 成交额（万）
6.43
1.71
3.52
9.42
15.67
3.75

222328
48659
94700
260074
335673
80479

国际国内机票一类代理资质，
全航司授权 GP 政采机票零手续费

香格里拉
售票处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 666 元
国际国内飞机票、
火车票、
出国旅游、
签证、
租车、
国内旅游、
一日游、
市内免费送票、
移动 pos 机刷卡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
一价全含

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更多信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