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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PPI涨幅见顶信号浮现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近期，多种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落。同时，

从铜铝锌到铅镍锡，六大工业金属的现货价格

14年来首次出现同时高于期货价格的情况，

这反映市场对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上涨的持续

性并不看好。

业内人士表示，除能源品外，今年四季度

和明年一季度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将继续回

落。 在高基数因素影响下，明年二季度多数大

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同比负增长的情况，这将

带动全球主要国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大幅回落。 从国内情况看，受煤价大幅

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明

显缓解，PPI涨幅高点已浮现。

下滑态势趋于明显

文华商品指数显示，截至23日收盘，反映

一揽子商品期货价格走势的文华商品指数收

报192.77点，较上月同期下降10%。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1月以来，大宗商品

价格下降主要受两大因素推动： 一是10月中

旬以来煤炭、有色、钢铁等成本整体下行，上游

原材料价格高位回落；二是很多中下游行业进

入需求淡季。

此外， 大有期货宏观研究员李昕恬认为，

全球流动性转向预期是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回

落的深层次原因。“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启

动‘缩表’ ，受超量流动性支持而大幅走高的

大宗商品价格会顺势回落。 ”

回落是大势所趋

在业内人士看来，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是大

势所趋。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国际处处长赵

公正日前发表署名文章称， 随着供应逐步恢

复，预计除部分能源品外，今年四季度和明年

一季度多数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回落。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以

能源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或在明年一季

度达到顶峰后， 最晚在明年下半年出现普遍

回落。

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何时见顶？ 卓

创资讯能源分析师赵颖认为，原油是大宗商品

中价格较晚见顶的，这符合目前多数大宗商品

价格已走软，油价仍然“独树一帜” 的情况。

从近期油价走势看，国际油价（WTI）在

每桶85美元的价位失去进一步上涨动力。 赵

颖表示， 今后一段时间油价可能维持高位震

荡状态，但随着美元指数不断走强，接下来油

价将逐步走软， 预计明年上半年油价将迎来

拐点。

将带动PPI涨幅回落

伴随大宗商品价格回落，PPI涨幅见顶信

号浮现。 赵公正表示，在高基数影响下，明年

二季度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或出现同比负增长，

带动全球主要国家PPI大幅回落， 但回落幅度

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从国内情况看，“受煤价大幅下降带动，

近期钢材、铝、玻璃、纸浆、PVC、甲醇及煤化

工产品等价格大幅回落，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

压力明显缓解。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

势室主任、研究员郭丽岩说，虽然目前还有部

分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仍在高位运行，但因

产业链条长、市场竞争激烈，传导影响逐步衰

减，终端消费品价格变化较为有限。 从一些近

期涨价的消费品看，大多数企业自行消化部分

涨价压力，终端产品涨价幅度不大。因此，不必

过度担心原材料价格传导影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称，考虑到

10月中下旬国内煤价领衔工业品价格下跌，

预计11月相关商品价格环比可能下跌，PPI同

比涨幅将明显收敛，加之11月起PPI翘尾因素

影响减弱， 后续PPI同比涨幅趋于回落是大概

率事件，10月是本轮PPI涨幅上行的最高点。

普惠小微贷款利率

稳中有降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23日举行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的有关情况。 小微企业融资继续保持量增、面扩、

价降的良好态势。 今年10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4%， 比2020年12月下

降0.14个百分点。 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在2020年大

幅下降的基础上继续稳中有降。

此外，通过积极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加大创新支持力度， 目前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4762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 中

小企业4万多家，涌现出一批“补短板”“填空白”

企业，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普惠小微贷款覆盖面持续扩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从

总量来看，今年10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6万

亿元，同比增长26.7%。 从覆盖面来看，普惠小微

贷款覆盖面持续扩大，10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

小微经营主体4217万户，同比增长34.1%。

邹澜介绍，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过

去一段时间， 人民银行巩固提升两项直达实体经

济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 2020年至今年10月，银

行累计对14.4万亿元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其中支

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11.8万亿元， 累计发

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9.1万亿元。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加大对“专精特新” 中小

企业金融支持，到今年10月末，专精特新“小巨

人” 企业整体获贷率超过七成，户均贷款余额为

7526万元； 提升中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便利度，

今年1至10月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共支持

近2万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1.46万亿元。（下转

A02版）

证监会：优化拓展跨境投资渠道 丰富产品供给

10月末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3.67万亿元，占比约4.97%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11月23日消息，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在2021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表示，证监会将推进资本

市场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继续优化和拓展互联

互通等跨境投资渠道，丰富跨境投资的产品供

给和配套制度。证监会正研究制定资本市场支

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

低碳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并研究完善上市公

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方星海介绍，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市场开放不断深化，行业

准入全面放开，产品开放稳步推进。 截至2021

年10月末， 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3.67万亿

元，占比约4.97%。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合作

方星海表示，2022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的元年，中新（重

庆） 互联互通项目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都将

迎来全新局面。 中国证监会将全力支持中新

（重庆） 互联互通项目和陆海新通道建设，不

断深化中新、 中国-东盟资本市场务实合作，

助力开创互联互通新格局。

一是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中

国证监会将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持续加强资

本市场制度建设，提升市场深度和流动性。 继

续优化和拓展互联互通等跨境投资渠道，丰富

跨境投资的产品供给和配套制度，便利跨境投

资和风险管理。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作

和信息共享，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和风险监测防

范机制。 提升制度规则完备性、透明度和可预

期性，巩固和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

投资环境。

二是深化中新、 中国-东盟资本市场合

作。 目前，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

ETF合作项目已取得积极进展，中新双方将积

极推动早日实现ETF互通。中国支持符合条件

的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到东盟投资展

业，鼓励双方交易所开展务实合作，将继续加

强与东盟国家的监管和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

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东盟许多国家对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合作，

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中国证监会将根据

各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推进在产品和技术

上的务实合作。

三是支持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在重庆落地。

截至目前， 中国已有12家外资控股或全资证

券基金期货公司相继获批。期待重庆继续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也欢迎各

国金融机构到重庆投资展业，立足重庆，辐射

全国特别是广大的西部地区，为中国、新加坡

及东盟的投资者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我们了

解到，重庆已经开通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期待

这一高效的沟通路径能够为中新、中国-东盟

金融合作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 方星海说。

四是做好高质量实施RCEP工作。 将于明

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是目前金融业具有最高开放水平的

自贸协定首次落地。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入做

好高质量实施RCEP工作，不断提高资本市场

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下转A02版）

增强综合实力 提高创新水平 深化开放合作

“十四五” 外贸高质量发展路线图绘就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11月23日消息，近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商务部等部门组织实施《“十四五”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 商务部印发的

《规划》对“十四五” 时期对外贸易发展提

出五大目标、十项重点任务。

专家表示，《规划》 明确了未来我国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更加突出我国

对外开放向高水平迈进、外贸向高质量发展

的特点，有助于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

强国转变。

更加突出高质量

从《规划》目标看，未来我国外贸高质

量发展将迈上新台阶。《规划》提出，“十四

五” 时期，将努力实现五大目标：贸易综合

实力进一步增强、 协调创新水平进一步提

高、畅通循环能力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合

作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

展望2035年， 外贸高质量发展跃上新

台阶。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进出口更趋平衡，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

进展，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维护全球贸易合

法合规，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改革贡

献更加突出。

“与以往推出的外贸发展顶层设计相

比，此次《规划》最大的看点是更加突出高

质量、高水平。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

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这与我

国推动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规划》 提出

十项重点任务：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创新发

展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提升贸

易数字化水平、构建绿色贸易体系、推进内

外贸一体化、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

转、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强化风

险防控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贸易数字化是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规划》将

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并

提出四方面措施，包括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

化赋能、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推动贸

易主体数字化转型、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政

策环境。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

主任、副研究员周晋竹表示，贸易数字化是

一次深入企业端、产业端和贸易端的数字化

生态革命，不仅是整个贸易链条的数字化转

型，更涉及到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和产业数字

化升级，是一项系统联动的巨大工程。

“国际贸易的趋势性变化之一是数字化

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

示， 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正在深刻改变生

产生活，重塑国际贸易内容和规则。 在国际货

物贸易中，从设计到制造，从贸易到交易的整

个过程，都深深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

为更好对接国际贸易规则，《规划》明

确，研究出台促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

施，健全完善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数字化国

际合作。

从外贸数字化率看，未来我国外贸数字

化增长空间巨大。周晋竹说，数据显示，中国

国内零售的数字化渗透率目前已经超过

30%，而外贸的数字化率不到10%，增长空

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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