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CPI重返2時代
市場需求疲弱 經濟回穩待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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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統計局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
，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2.1%，較2
月大幅回落1.1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9%，創2006年4月
以來的最大跌幅。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
下降1.9%，環比持平。有分析認為，這或昭示了中國需
求基本面仍處於疲弱態勢，經濟回穩的基礎有待進一步夯
實。中央 「八項規定」 對於高檔餐飲等服務業的重創，被
認為是造成CPI回落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本報訊】據新華社
電：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
日宣布完善銀行間外匯市
場人民幣對澳元交易方式
，在遵循市場原則的基礎
上開展人民幣對澳元直接
交易。

人民幣與澳元的直兌
交易定於4月10日啟動。
這令澳元將成為繼美元和
日圓之後，第三個同人民
幣實現直接兌換的貨幣。
做市商之一的澳新銀行稱
，人民幣躋身世界三大主
要貨幣只是時間問題。

2012年，澳洲對中國
出口貿易佔其總出口額近
三成，中國成為澳洲最大
的貿易夥伴，澳洲則是中
國的第六大進口國。澳新
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
監劉利剛表示，直接兌換
不僅降低了外貿商的交易
成本，更有助強化兩國經
貿關係。

澳洲同中國經濟的相
關性非常強，同時也是中
國學生留學和中國境外投
資的首選地之一，因此人
民幣在澳洲境內的使用潛
力很大。資深外匯分析師
湯亞鍵預計，未來有可能
在悉尼發展人民幣結算中
心，服務於亞太地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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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九日電】對於近
期備受關注的禽流感疫情，交通銀行金融
研究中心王宇雯博士表示，3月份CPI同
比超預期回落， 「上海死豬事件」對此影
響不大，且與3月31日才公布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基本無關，但禽流感或
影響未來短期CPI表現。

她分析說，非典時期2003年4、5、6
月份食品CPI環比分別為-1%、-1.9%
和-3.3%，如果今年二季度也出現如此大
幅度的食品環比跌幅，在非食品價格基本
不變的假設下初步測算，CPI同比將比按
照 同 期 歷 史 平 均 值 測 算 的 結 果 下 降
0.1-0.3個百分點；今年CPI同比可能因此
而降低，但全年緩慢上行趨勢不會改變。大
和資本剛剛發布的報告亦認為，H7N9型
禽流感阻礙中國經濟復蘇的可能性較小。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濱表
示，2月份通脹率上漲主要是受暫時的春

節效應推動。食品價格在春節前和春節期
間上漲，春節過後即下跌，從而導致通脹
率的波動。

物價走勢緩解通脹擔憂
他指出，3月份CPI下降意味中國

CPI短期內將維持良性水平。展望未來，
預計CPI將逐步上升。這是考慮到食品價
格上漲，基數效應以及今年有可能啟動的
資源價格改革。摩根大通並將中國2013
年的通脹率由此前的3.2%下調至2.9%。

朱海濱並指出，3月份通脹率下降將
緩解市場對於短期內可能收縮政策的擔憂
。中國人民銀行重申今年堅持穩健的貨幣
政策。隨經濟進入溫和復蘇通道以及通
脹率仍處於良性水平，預計央行將採取中
性的貨幣政策，今年將維持政策利率和存
準率不變。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
受禽流感及季節規律影響，預計二季度物
價仍將會低位徘徊。未來貨幣政策將維持
中性。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
電：亞洲開發銀行（亞行）9日在
北京發布報告稱，受強勁的消費和
財政支出拉動，2013年中國經濟增
長率預計將反彈至8.2%，這一預測
略高於此前亞行2013年中國經濟增
長8.1%的預測。

亞行在其《亞洲發展展望2013
》報告中指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在2012年取得近13年來
最低經濟增長率7.8%後，2013年經
濟增長將有所回升，但由於政府為
減輕環境壓力和縮小收入差距所採
取的措施會抑制經濟增長進一步上
升，2014年經濟增長將再度放緩至
8%。

亞行駐華首席代表哈米德．謝
里夫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隨2012年9月份以來經濟活動
的復蘇，預計2013年上半年中國經
濟仍將保持持續回升勢頭，但伴隨
2012年年中實施的經濟刺激計劃的
影響逐步消退，2013年下半年經濟
增速將會穩定下來。

中國經濟有下行風險
報告稱，2013年中國通脹率仍

將保持溫和水準，但通脹壓力仍有
抬頭風險，預計CPI漲幅將回升至
3.2%左右，略低於政府制定的3.5%
目標。但預計2014年勞動力成本的
不斷上升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將推動
CPI上漲至3.5%的水準。

不過，報告亦強調，全球經濟
持續疲軟，加上中國最大貿易夥伴
歐洲脆弱的經濟前景將影響中國出
口，再加上通脹壓力有所抬頭，投

資過快增長加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這些都將給中國經濟發
展前景帶來下行風險。

財稅改革是最大挑戰
亞行同時指出中國亟須推進的一系列改革中，財稅改革

是最重要、最具挑戰性的改革。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
何大力改革以調整經濟結構，從而擴大內需並實現包容性經
濟增長。」謝里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亞行報告指出，中國新一屆政府已明確將深化改革，其
中包括三大支柱改革：金融市場改革要實現利率自由化和加
快債券市場的發展；財稅改革要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縮小收
入差距；此外要放鬆管制以促進民營部門更多參與經濟建設
。而這三大改革中，未來幾年最重要、最具挑戰性的是財稅
改革。

「財稅改革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報告撰寫者之
一、亞行駐華代表處經濟學家許霓妮指出，實現中國經濟轉
型，亟須進一步增加財政的社會支出。 「財政對教育和養老
的支出加大會降低居民的長期性儲蓄，釋放家庭消費能力。」

亞行報告指出，為改善收入分配，中國還應加快推進徵
收資本所得稅和房產稅。房產稅是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收來源
，推進房產稅改革會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高度依賴
，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社會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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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疫情或短期影響物價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電：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9日在人民大會堂同澳洲總理吉拉德舉行
會談。

李克強表示，穩定健康發展的中澳關係符合
兩國根本利益，也有利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
定與發展。近年來，中澳關係繼續蓬勃發展，雙
邊貿易額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翻了一番，人文
交流日益活躍，合作成果豐碩。今天，我們正式
啟動兩國總理年度定期會晤機制。中方願與澳方
一道，秉持《中澳聯合聲明》精神，密切高層交
往，增進戰略互信，建立和充實完善中澳相互信
任、互利共贏的戰略夥伴關係。同時，我們還確
定建立外交與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等機制，

促進多渠道交流合作。
李克強指出，雙方應從各自發展戰略出發，

勁往一處使，不斷提升合作水準。
在經貿領域，加強雙邊金融貨幣合作，開展

人民幣與澳元直接交易。開展多種形式的礦業、
農牧業合作，加強鐵路、港口、電信等基礎設施
建設領域互利合作。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
加快中澳自貿協定談判，力爭取得實質進展。

在人文領域，用好友好城市、孔子學院等平
台，深化文化、教育、科技、旅遊、地方等領域
交流合作，積極支持兩國青年人到對方國家學習
，讓兩國文明發展成果更好地交流互鑒。

吉拉德表示，澳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標誌

兩國關係邁上新台階。澳方願本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原則，同中方共同努力，搞好兩國總理定
期會晤機制及其他各種對話機制，加強宏觀政策
協調，加深互信，推動各領域合作，為維護亞太
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

會談後，兩國總理出席了雙方在可再生能源
、融資、禁毒、發展援助等領域合作文件簽字儀
式。

當天，李克強總理還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芬
蘭總統尼尼斯特。李克強表示，雙方要堅持開放
的原則，保護知識產權，進一步擴大貿易、投資
和企業間合作，使中芬面向未來的新型合作夥伴
關係成為中歐互利共贏合作典範。

中澳啟動總理會晤機制

▲

4月9日，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與澳洲
總理吉拉德舉行會
談後出席簽字儀式

中新社

▲國務院副總理汪
洋和澳洲總理吉拉
德9日在北京共同
會見出席第三屆中
澳工商界首席執行
官圓桌會議的企業
家 中新社

▲ 4月9日，
山西太原鮮肉
市場內生意冷
清，肉販在攤
前打盹睡覺

中新社

中新社

CPI走勢圖
（2012年3月-2013年3月）

據中新社報道： 「3月份CPI回落的幅度，超出了我們此前的預期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王遠鴻對中新社記者說，這主
要歸因於禽肉及鮮菜等價格的回落。

回落原因1：豬肉供應充裕
數據顯示，3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下降5.5%，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平下降約0.18個百分點，鮮菜價格下降10.3%，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平下降約0.37個百分點。

「根據 『豬周期』理論，目前豬肉價格的下降，可能代表豬肉供應
相對充裕的輪迴已經來臨了。」王遠鴻說。所謂的 「豬周期」是指豬肉
價格上漲往往會刺激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增加，供給增加造成肉價下跌
，進而打擊了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短缺，供給短缺又使得肉價上漲。

回落原因2：公款吃喝消費減
除了一些產品市場供應的充裕，中央 「八項規定」對於高檔餐飲等

服務業的重創，也被認為是造成CPI回落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首都
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謝太峰就認為， 「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很大
程度上遏制了公款吃喝風，進而打擊了相關產業，助推了CPI的回落。

業界分析：企業或不看好市場
與此同時，聯繫到PPI繼續延續跌勢，在3月份又出現了1.9%的同比

下降， 「這或表明社會的整體需求，尤其是生產性需求不強。受此影響
，經濟回穩的勢頭並不強勁，處於一種弱勢回升的態勢。」王遠鴻分析。

「PPI的繼續回落可能是因為一些企業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不是很強
，對市場不太看好。」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姜長雲對
中新社記者分析稱。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建海同意上述判斷，他將這一癥結
歸納為經濟回穩的過程中 「缺乏微觀基礎」， 「這為之前那種依靠政府
推動而不是企業自發的經濟活動敲響了警鐘」。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屆中央政府正在致力於轉變政府職能，釐清和
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用中國總理李克強的話稱，就是
要 「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一舉動引發外界好評。

▲4月9日，參觀者在上海國際鞋業展覽會上查看新品。
該展覽為意大利米蘭鞋類展在國外舉行的首個大型子展
，全面展示了2013-2014秋冬季新品系列，吸引來自意
大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
350多家企業參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