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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业内人士认为，在货币政策方向上，考虑到美联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已呈

现分化趋势，美元指数具备持续走强的动能，这将促使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

资产，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盘中“大波动”释放调整压力

从周二市场走势来看，指数快速上涨后的短线强势整固意愿增强。 虽然市

场上攻动力有所减弱，但目前止跌意愿仍较为明显，短期市场调整压力更多将

以盘中快速整理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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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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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加快形成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11月1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研究经

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

革，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 要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

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

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

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

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

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

增长动力，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

实现整体跃升。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宏观政策

要稳， 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经济结构性改革

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产业政策

要准， 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

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

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

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 微观政策要活，

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

善市场环境、 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

能， 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

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

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 改革政策要实，

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

地， 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

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

等改革。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

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习近平指出，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

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

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

组。 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

势。 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

持续发展。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

形成融资功能完备、 基础制度扎实、市

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的股票市场。

习近平强调，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

革， 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企

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

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指出， 做好城市工作，首

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

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要推进农民

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 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

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 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 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改革规划

管理体制。 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

顺各部门职责分工，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落实责任主体。 要加强城市安全

监管，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救灾救

援队伍。

通缩隐忧凸显 货币宽松仍有空间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数据显示，

10月CPI同比上涨1.3%， 比上月下降

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涨幅收窄。10

月PPI同比下降5.9%，与前两月持平。

分析人士表示，10月CPI同比涨幅

低于市场预期， 食品价格涨幅回落是主

因。 尽管PPI降幅与前两月持平，但中长

期看，产能过剩、盈利恶化、大宗商品低

位运行料使PPI中期依旧呈负增长，加

大通缩压力。 面对不稳定的内外需形

势，货币宽松仍有空间，适时再次“双

降”仍有可能。 但考虑到央行强调不能

过度“放水” ，未来财政政策将更加积

极，明年财政赤字调整将是大概率事件。

通缩压力加大

10月CPI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收

窄。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学智认为，10月食品价格涨幅收窄

是CPI同比涨幅下降的直接原因。 猪

肉、鲜菜、鲜果、水产品、蛋类价格环比

全线下跌，猪肉价格环比近6个月首次

下降，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已到尾声。 非

食品价格影响CPI中长期走势，近一年

非食品价格在0.9%-1.3%之间徘徊，是

拉低CPI的重要原因。

民生宏观研究员朱振鑫表示，猪周

期弱化，通胀隐忧解除。 近期猪价快速

下跌， 一是前期上涨过快面临回调压

力，前期22省市平均猪肉价格在3月下

旬至8月中旬涨幅达40%； 二是经济下

行和季节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继续走弱；

三是市场对后期猪价信心下降，生猪供

应加快。 中期来看，考虑到7月生猪存

栏增加， 根据生物周期到12月能形成

有效生猪供给，年内猪价大幅反弹概率

不大，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

刘学智称，CPI缺乏上涨动力，将

在低位运行，全年涨幅预计在1.4%-1.

5%，显著低于去年。

10月PPI同比下降5.9%，与前两月

持平。 朱振鑫认为，近期大宗商品价格

企稳， 叠加8月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带

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央加大稳

投资、稳增长力度，导致部分工业品需

求企稳。

对未来PPI走势， 朱振鑫表示，PPI

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中期来看，未来

转正仍遥遥无期。一方面，上游去产能、

去库存尚未结束；另一方面，伴随经济

换挡转型，传统工业品需求将趋势性放

缓。在产能有效去化和新增长点完全成

型之前，PPI难摆脱低迷。

中信建投分析师黄文涛认为，产能

过剩、盈利恶化、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

徊将使PPI中期保持负增长， 工业通缩

是中期问题。中国经济最大风险不是通

胀而是通缩，通缩魅影中期存在。

政策加码有空间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

示，10月CPI较上月涨幅回落，PPI与上

月持平，再显通缩隐忧。 结合10月进出

口同比增速继续回落来看，当前内外需

形势仍不稳定。

温彬建议，继续加大宏观调控政策

力度以稳增长。 按惯例，每年最后两个

月是财政支出投放较为集中的时期，财

政政策有望继续发力，公共投入有望增

加。 货币政策还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

适时再次“双降” ，增加人民币汇率弹

性，改善内外需求。

朱振鑫表示，通缩压力加大，货币

宽松仍有空间， 财政政策将更积极。

CPI和PPI直接影响实际利率， 是观测

降息的最佳风向标。 9月名义贷款利率

虽已从去年的接近7%降到5.7%， 但考

虑通胀之后，实际利率仍很高，需降息

来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季度超储

率只有1.9%， 急需通过降准对冲超储

的消耗，因此，降准必要性也在加大。从

时点上看，央行或在美联储加息之前有

所行动。 不过，考虑到央行强调不能过

度放水，未来政策重点将逐步从货币政

策转向财政政策，明年财政赤字调整是

大概率事件。

黄文涛认为，实际利率较高，制约投

资消费和经济企稳， 货币政策将继续宽

松。 负利率是伪命题， 不会制约继续降

息。 同时，降准是常态化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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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衍生品/期货

BDI下挫近50%�大宗商品熊途依旧

近期，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连续下滑，较8月高点跌去近

50%， 表明大宗商品仍熊途漫漫。 昨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数据显

示，国内通缩压力较大，将进一步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影响企业投

资，进而压制大宗商品需求，打压大宗商品价格。

A06�公司新闻

富德生命人寿第三度举牌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11月10日晚公告称， 公司股东富德生命人寿通过集中竞

价系统买入浦发银行股份累计已达27.98亿股，占公司普通股A股总股

本的15%。 这已是富德生命人寿今年第三度举牌浦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