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錯位元月CPI僅漲2%
菜肉漲價明顯 需防通脹新壓力

專家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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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統計局今日公布，1月份CPI同比上漲2.0%
，漲幅比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
秋梅指出，在1月份環比漲幅中，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超過90%
，蔬菜和肉類漲價尤其明顯。

【本報記者
倪巍晨上海八日
電】分析人士相
信，本輪CPI築

底已基本告一段落，考慮到春節因素將推高物
價，加之成品油短期面臨上調，預計2月份CPI
同比數據將繼續向上攀升，預計年內物價溫和
上漲態勢未改，但需警惕可能出現的輸入性通
脹壓力。

國金證券宏觀分析師劉鋒相信，2月份CPI
料超過1月份的2%，首先，國內經濟已進入復
蘇期，經濟復蘇的總體需求將對國內價格構成
拉升作用；其次，2月份春節因素，將導致蔬

菜價格上漲，進而推升2月CPI數據；最後，節
後成品油價格將面臨上台態勢，預計2月份CPI
將達2.3%左右。

展望年內物價走勢，劉鋒說，今年CPI全
年走勢將呈 「前低後高」格局，年初CPI同比
將在2%左右，至年底CPI同比數據將達3.5%左
右水平。

他認為，經濟復蘇過程中超預期的總體需
求、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揚，以及國內房地產價
格攀升態勢從一線城市蔓延至二線城市的風險
，都可能成為今年推高物價的潛在威脅。他並
提醒，關注未來可能出現的一系列輸入性通脹
問題， 「國際糧價目前已處相對高位，國際地

緣政治的不穩定亦會在未來推高國際油價，此
外，還需警惕全球流動性寬鬆對上游原材料價
格帶來的衝擊」。

「儘管CPI已進入新一輪上升期，但今年
全年通脹料仍呈現總體溫和的走勢。」交銀金
研中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坦言，國內經濟
企穩與回升，將在未來刺激內需，進而對物價
構成上拉作用；與此同時，按豬肉生長周期計
算，今年豬肉價格也將重返上行期，此前曾出
現的 「CPI的 『豬周期』」或將在今年重現。
另一方面，資源品價格改革、國內勞動力成本
上漲，及城鎮化引發的土地成本上升等結構性
通脹因素將長期存在。他在談到海外因素時指
出，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連續推出的貨幣寬鬆
政策，已造成全球流動性氾濫，未來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存在上漲的可能，國內輸入性通脹壓
力或再度抬頭。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八日電】1
月份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
）同比下降1.6%，環比上漲0.2%，
這是該數據自2012年6月以來首次轉
正。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
1.9%，環比上漲0.3%。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
任祝寶良表示，PPI環比數據的 「轉
正」，說明工業部門的需求有所上
升，實體經濟形勢趨於好轉。

當月，在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中，生產資料價格同比下降2.4%。
其中，採掘工業價格下降5.0%，原
材料工業價格下降2.2%，加工工業
價格下降2.2%；生活資料價格同比
上漲0.7%。食品價格上漲1.3%，衣
價格上漲1.5%，一般日用品價格
上漲0.9%，耐用消費品價格下降
1.0%。

降幅連續四月收窄
自2012年3月起，PPI月度數據

一直處於 「負增長」。不過，在9月
份同比下降3.6%創出近3年新低後，
降幅在2012年最後3個月連續收窄。
2013年1月，這一態勢仍在延續。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王宇雯指出
，未來PPI回升趨勢較為明朗，但回
升速度存在不確定性，預計國內市
場內生的恢復動力可能在全國 「兩
會」明確未來經濟發展思路後才會
進一步穩固。

王宇雯表示，目前來看，一方
面，輸入性因素的拉動作用略有抬
頭，生產性價格的成本則對生產性
價格帶來一定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1月份製造業PMI指
數市場弱勢回升，12月工業庫存同
比增速仍略有下降，市場需求弱復
蘇與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依然制約生
產性價格的回升速度。估計第1季
PPI同比可能僅略高於2012年四季度
，而月度PPI回升至正增長的時點可
能在二季度。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八日電】海關總
署今日發布數據稱，1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
3455.9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26.7%。
其中，出口勁增25%，至1873.7億美元，創
21個月來最高；進口則大增28.8%，至1582.2
億美元，錄得11個月來新高。得益於進出口
好轉，當月貿易順差擴大7.7%，至291.5億美
元。

經季節調整法剔除春節因素影響後，1
月份進出口總值、出口和進口同比增速分別
為8.1%、12.4%和3.4%。

企業補庫存帶動進口
分析指出，去年春節在1月份，由於當

月基數較低，造成今年1月進出口增速大幅
反彈，預計2、3月份，增速將出現回調，但
總體而言，隨國內外經濟形勢溫和復蘇，
下半年進出口形勢將逐漸改善。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指
出，去年1月僅17個工作日，基數原因是上
月中國進出口數據表現搶眼的最主要因素。

他表示，全球經濟復蘇使中國對歐美、
東盟等的出口顯著回暖，這亦是上月出口數
據表現不俗的主因；進口方面，受去年第4
季國內經濟企穩影響，企業信心逐漸恢復，

隨去庫存周期結束，國內企業已開始補庫
存，其對大宗商品原材料等需求的回升，直
接帶動了1月進口增速回暖。

對美出口將維持升勢
「外部經濟環境的轉暖，在一定程度上

促進了出口數據的改善。」唐建偉相信，未
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將維持升勢，儘管受 「財
政懸崖」衝擊，美國去年第4季經濟增速遜
於預期，但 「財政懸崖」問題不會對美經濟
復蘇構成威脅，今年美經濟將現穩步復蘇態
勢，在此背景下，美國市場對中國出口商品
需求將維持震盪態勢；歐盟方面，歐債的系
統性風險已大為改善，德國、荷蘭等主要國
家現時經濟增速亦較良好，隨歐盟經濟增
速在今年的轉正，中國未來對其出口走勢料
將無虞。

下半年進出口有望改善
展望未來中國進出口形勢，湘財證券宏

觀研究員羅文波預計上半年各月度進口數據
不會比1月份樂觀。

他初步判斷，全年出口增速將在10%左
右，進口增速約8%， 「總體而言，進出口形
勢將在下半年獲得改善」。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北京八日消
息：余秋梅分析認為，1月份蔬菜和肉
類價格的上漲突出。當月CPI同比漲
幅比上月回落主要是對比基數差異造
成的，2012年春節在1月份價格上漲較
多。

物價上漲長期因素未變
北京的專家也指出，1月份CPI漲

幅回落源於春節 「錯位」對基數產生
的影響。今年，物價上漲的壓力依然
存在，各國央行 「放水」以及中國提
速價格改革產生的 「新」壓力將引起
關注。

食品價格明顯上漲而CPI同比漲
幅回落的局面，源於春節時間 「錯位
」。余秋梅分析說，2012年1月份是春
節所在月份，當月價格上漲較多，因
而導致2013年1月份CPI同比漲幅出現
回落。

不過， 「錯位」的春節也會產生
推高CPI同比漲幅的效果，經濟學家
范劍平分析說，受春節挪到2月份因素
影響，2013年2月CPI同比漲幅料升至
3%左右。

雖然余秋梅認為，隨節日因素
的消除和天氣狀況的好轉，內地食品
特別是鮮活農產品價格上漲勢頭將趨
於平穩，但一些物價上漲的長期因素
並沒有改變。

勞動力成本易上難下
首先是內部成本上升。中國國際

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軍分析說，目
前，中國無論勞動力還是土地成本都
在上升，雖然速度較緩慢，但這是個
「易上難下」的過程。

其次是外部壓力。王軍指出，從
2012年下半年開始，美國、歐洲和日

本等國都在進行持續的貨幣寬鬆，這
引起了主要幣值的變動和大宗商品的
波動。

雖然 「輸入性通脹壓力」在過去
幾年的物價 「防控戰」中早已為各方
熟知，但一些新的情況或讓其帶來的
挑戰更為艱巨。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
錫文介紹說，2012年，中國穀物和穀
物粉去年的進口量和前年相比增加了
156.7%，大豆和前年相比增加了11.3%
。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
會主任張國寶也透露，2012年，中國
進口原油2.85億噸，對外依存度已經
達到了58.7%。

糧食、能源進口量的上升產生的
最直接影響是，輸入性通脹的傳導效
應會更加明顯。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
委員谷源洋提醒說，歐美等國同步實
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中國受到的影
響會遠遠大於發達國家。

須出台措施理順價格
除了外部壓力，內地也有新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分析說，
從未來的改革層面來看，官方或出台
理順價格的改革措施。

目前， 「上調鐵路貨運價格」、
「提高石油價格對國際市場反應的靈

敏度」等官方可能採取的措施已引起
內地媒體熱議。

相關方面對今年中國控制物價的
局勢展現出審慎態度。中國央行日前
發布報告稱，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趨緩
、經濟回升可能會較快向CPI傳導、
全球超寬鬆貨幣這三大因素將加大物
價上行壓力。央行強調，在經濟轉軌
發展階段，金融宏觀調控需要始終強
調防範通脹風險。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
八日消息：25%！1月份外貿
進出口增速讓人眼前一亮。儘
管官方解釋說，1月份比去年
同期多5個工作日，並據此將
當月外貿增速修正為8.1%，但
多名專家普遍認為，這足以釋
放出了一些 「積極的信號」。

歐日進出口均增長
「聯繫到去年底外貿進出

口數據的反彈，可以說，整個
外貿形勢正逐漸穩定並趨於好
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
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
室主任宋泓如是分析。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
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同意上
述分析稱，這佐證了去年末一
度引發爭議的外貿增速陡漲並
非孤立現象甚至於人為數據造
假，而是預示今年第1季外貿
形勢轉好的趨勢。

與此相佐證的是，海關數
據顯示，中國出口經理人指數

為37.5，較2012年12月升3.3，連續第2個月
環比提升。官方認為，出口經理人指數的
連續回升，表明第1季外貿出口相對樂觀。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1月份，中國與
歐盟、日本等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出現
增長。上述兩大經濟體去年的對華貿易額
的下降態勢，拖累了中國外貿的整體表現
，此次單月增速雙雙 「由負轉正」，給中
國全年尚不明朗的外貿形勢照進了一縷微
光。

全年有望 「保八」
至於美國，繼去年其與中國雙邊貿易

總值逆勢增長8.5%後，各界預計，今年增
勢仍將延續。

與此同時，中國 「多元平衡」的外貿
布局也在持續發力，中國與新興市場國家
的雙邊貿易仍在持續增長，給中國的外貿
輸送了新動力。

此間輿論盛傳，中國今年外貿進出口
增長目標或將設為8%。對此，多位專家均
表示樂觀。 「儘管面臨很大的壓力和不確
定性，今年的外貿增速應高於去年的6.2%
，小於10%。」李健說， 「如果國際環境
不發生大的逆轉，實現8%的增速是有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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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農貿市場一名菜販在空暇時間踢毽子玩耍 中新社

▲新春臨近，江蘇揚州市民在超市喜辦年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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