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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中方最大程度展现诚意和善意
达成协议需双方共同努力
□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日表示，中
方一直抱着极大诚意推动谈判， 希望美
方能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
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其间正值
中方团队赴华盛顿与美方进行第十一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此前，美方宣布拟
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

“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界
的期盼。 ” 高峰说，在美方威胁加征关税
的情况下，中方从大局出发，按原计划赴
美举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最大程度展现了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和
善意。 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磋
商取得新的进展。
针对美方近期对中方的一些指责，
高峰回应说， 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很
多， 美方也贴了不少标签，“倒退”“背
弃” 等等，中方也“
被承诺” 了很多。
“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

没有改变过。” 他说，一年多来，我们推动
谈判的诚意和善意有目共睹。 谈判本身
就是一个交换意见、解决问题、达成共识
的过程，双方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
高峰强调说， 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
同努力。 中方一直抱着极大的诚意推动
谈判，希望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
上，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 中方愿与
美方就存在的分歧开展坦诚、 深入的交
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
“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
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 高峰

说，关于第十一轮磋商，我们希望双方能
够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
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
针对美国拟上调加征关税一事，高
峰说，中方立场和态度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反对单边加征关税， 贸易战没有赢
家， 这不符合中方利益， 不符合美方利
益，也不符合全球利益。
他还表示， 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
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有决心也有能
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重点任务明确

加快僵尸企业出清 推动钢铁煤电行业重组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网站9日消息， 近日，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的通知， 明确了14项重点任务。 通知提
出，着力巩固去产能成果，深入推进钢铁
产业结构优化； 坚持上大压小、 增优减
劣，着力提升煤炭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
进煤电优化升级，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
快重点领域“僵尸企业” 出清，推动企业
兼并重组和上下游融合发展，在钢铁、煤
炭、 电力行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2019年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按照
企业主体、 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的原
则，结合优化产业布局，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积
极推动钢铁行业战略性重大兼并重组。
有关地区要指导和协助企业做好兼并重
组中的职工安置、 资产债务处置和历史
遗留问题处理。 要点强调，维护钢材市场
平稳运行。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
行业协调和自律， 做好行业运行监测分
析，掌握市场供求状况，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促进钢材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 有关
方面要全面解读、及时披露相关政策。 各
地区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
市场环境， 对恶意炒作的市场操纵行为

要严肃处理。
2019年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提出，持续推动煤电联营和兼并重组。 落
实 《关于深入推进煤电联营促进产业升
级的补充通知》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煤炭
企业建设坑口电厂、发电企业建设煤矿，
特别鼓励煤炭和发电企业投资建设煤电
一体化项目， 以及煤炭和发电企业相互
参股、换股等多种方式发展煤电联营。 按
照 《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转型升级的意见》要求，推动大型煤炭企
业强强联合， 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中小型企业，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
能耗、工艺等办矿标准和生产水平。
此外，2019年煤电化解过剩产能工

作要点提出，严控各地煤电新增产能。 装
机充裕度为红色和橙色的地区， 原则上
不新安排省内自用煤电项目投产， 确有
需要的， 有序适度安排煤电应急调峰储
备电源。 装机充裕度为绿色的地区，也要
优先利用清洁能源发电和外送电源项
目， 并采取省间电力互济、 电量短时互
补，加强需求侧管理，充分发挥应急备用
电源、应急调峰储备电源作用等措施，减
少对新投产煤电装机的需求。 确实无法
满足需求的， 按需适度安排煤电投产规
模。 在积极稳妥化解煤电过剩的同时，探
索研究清洁能源发电与煤电协调健康发
展的机制，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

■ 今日视点

反弹动能或正在孕育

4月新增信贷季节性回落

□本报记者 黎旅嘉

信用扩张总体稳定 货币调控松紧适度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9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
元；M2同比增长8.5%、M1同比增长
2.9%。 专家认为，4月新增信贷环比
下降主要因为季节性因素， 信用扩
张速度总体稳定。 稳健货币政策基
调没有改变， 未来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保持“量” 的适度和“价”
的合理，仍是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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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上升势头明显
数据显示，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2万亿元，同比少增1615亿元。 分
部门看， 住户部门贷款增加5258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93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4165亿元； 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3471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417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2823亿元， 票据融
资增加1874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贷款增加1417亿元。
“整体而言，4月信贷需求整体
偏弱， 宽信用效果在二季度季初有
所折扣。”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研究员
明明表示， 住户中长期贷款增速小
降， 短期贷款可能受到购房需求压
力增速较低； 企业部门中长期信贷
增速降低，短期信贷增速不足，凸显
实体经济生产、投资仍有犹豫，企业
融资需求可能需要对经济复苏的进
一步观察。
从期限结构上看， 中国民生银
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中长期贷
款和短期贷款增量都有所减慢。 其
中， 票据融资保持了今年以来增量
较高的特征， 说明在企业贷款增量
下降的情况下， 票据融资在一定程
度上对贷款需求形成了替代。
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看来，4月新增信贷环比下降主要因
为季节性因素， 增量下降至1.02万
亿 ， 信 贷 增 速 由 13.7% 回 落 至
13.5%，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前期快
速投放之后，（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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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温和上行不会掣肘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4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5%， 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上涨0.9%， 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
点。 专家认为，受猪价影响，预计CPI将
温和上行，但上行空间有限，不会对货
币政策形成制约。

猪价拉升CPI
4月CPI同比上涨2.5%。 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6.1%，非食品价格上涨1.7%。
据统计局测算，2.5%的涨幅中，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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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涨价影响约为1.2个百分点。
从涨价因素来看，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处长董雅秀表示，在食品中，鲜菜价
格水平仍处于高位，影响CPI上涨约0.43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14.4%，涨幅比
上月扩大9.3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
0.31个百分点；去年秋季北方水果歉收，
今年存量不足， 鲜果价格上涨11.9%，
影响CPI上涨约0.22个百分点。 在非食
品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
住价格分别上涨2.6%、2.5%和2.0%，合
计影响CPI上涨约0.93个百分点。
“
受猪瘟影响，4月猪价环比继续上
升，是继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环比
涨幅扩大叠加去年低基数，同比涨幅扩
大至14.4%， 是食品价格的主要正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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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素。 ”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
芳表示， 其余主要食品环比有所下降，
特别是蔬菜价格，导致食品价格环比负
增长，但由于基数原因，同比涨幅较大。
PPI连续两个月上升， 本月涨幅较
高。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认为，工业购进端和出厂端价格都有上
涨，表明工业需求和生产有所改善。 由
于出厂端价格涨幅高于购进端价格，企
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望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有利于实体经济运行。

近期A股连日回调，市场气氛略显“
低沉”。 回顾历史，A股牛途历来
都是急涨急跌，且上涨途中，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总是会有那么一两
次“
假摔”。 当前，市场下跌空间有限，反弹动能正在孕育。
从绝对高度来看， 上证指数2440点以来的上涨行情表明，A股已进
入牛市。 从市场活跃度来看，此前成交量已是仅次于2015年的高活跃度
市场。整体而言，未来结构性行情依然有望上演。投资者仍可把握结构性
机会，不必急于转向防御配置。
从指数点位和量能两个角度分析，大盘短线下行空间有限，技术性
反弹随时有望展开。
周四收盘，上证指数跌1.48%，报2850.95点，距2月22日2804.23点时
缺口位置已不足50点，且下方形成强支撑的年线是2822点。 从指数点位
看，空间不足1%。
4月22日以来，上证指数持续下挫超过400点，期间未有像样反弹，可谓
历史少有。 从技术上看，周四大盘低开低走，量能继续萎缩，但杀跌动力减弱。
本轮行情启动以来，两市成交额不断放大，从2月25日至4月4日，有
12个交易日成交量突破万亿元。但自4月22日以后量能有所下降，本周以
来，在谨慎情绪发酵的背景下，成交额更是不断萎缩，5月8日、9日两市成
交量更是连续低于5000亿元，这些都属于缩量盘整、进入牛市第二阶段
的准备阶段。 随着牛市第一阶段回撤结束，第二阶段涨势需要基本面给
力，在此之前，市场调整形态会受到一些阶段性事件影响。 不过，拉长时
间看，上证综指自2440点以来牛市的长期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退一步而言，抛开牛熊转换等大级别判断，当下至少短期层面已不
应该盲目看空。从近期两市成交量方面变化来看，一方面，市场整体成交
量不振，交投意愿走低；另一方面，成交量走低同样也说明市场继续向下
意愿不足，短期再难出现大幅杀跌动能。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指数受阻于重要阻力位后震荡在所难免，但后
期积极因素有望继续形成合力。大盘看似低迷，反弹也较为乏力，殊不知
沉寂表象背后也在孕育反弹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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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神秘的A股“
预测帝”
历史经验显示，BDI与A股走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过去几轮A股
牛市期间，BDI同期涨幅均为4倍左右。 目前，BDI较前低反弹近一倍。 分析
人士指出，历史上，每逢大的牛市行情，BDI涨幅达4倍的时候常常预示着
行情拐点的到来。 在BDI反转可期的背景下，A股牛市或将走向更远。

物价或温和上行
展望未来，连平认为，5、6月CPI翘
尾因素继续上升， 将抬升CPI同比涨
幅。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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