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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PI涨幅扩大，
我国物价走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
扩大0.2个百分点。

影响CPI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是什么？下一步物价走势如何？
围绕这些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记
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食品价格上涨拉高CPI涨幅

近一个月来，上海市民周青明
显感觉菜价上涨了。“鸡毛菜、青
菜、大白菜等叶菜涨价比较明显，
猪肉和鸡蛋价格也比前一段涨了
不少。不过夏季水果大量上市，品
种丰富，价格还算稳定，家里就多
买了一些。”她说。

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涨跌，影响
着老百姓的消费选择。

“食品价格上涨，是7月份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
究员郭丽岩说，猪肉、鲜菜、蛋类等
食品价格受汛情以及疫后消费加
快恢复的影响，呈现结构性、季节
性上涨。

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7月
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2％，涨幅
扩大2.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2.68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
比上涨 85.7％，影响 CPI 上涨约
2.32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7.9％，影响CPI上涨约0.19个百分
点；鲜果价格下降27.7％，影响CPI
下降约0.6个百分点。

与6月相比，7月份猪肉价格上
涨1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董莉娟分析说，近期，随着
餐饮服务等逐步恢复，猪肉消费需
求持续增加，而多地洪涝灾害对生
猪调运产生了一定影响，供给仍然
偏紧。受不利天气影响，鲜菜价格
与上月相比环比上涨了6.3％。由
于蛋鸡存栏减少，夏季产蛋率有所
下降，鸡蛋价格在连续9个月下降
后转涨，环比上涨了4％。

非食品价格平稳核心CPI走低

上海市民郑冰暑假选择去湖
南长沙旅游。“相较往年的暑期旅

游旺季，今年出游比较实惠。”郑冰
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她一直“宅”在家，近期各地纷纷放
开跨省团队游，不少航空公司、旅
游景区、酒店推出优惠打折，她迫
不及待地安排了这次旅行。

数据显示，由于暑期出游增
多，7月份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
分别比6月上涨了2.9％和1.7％。
从同比数据看，7月非食品价格由
上月上涨0.3％转为持平。其中，医
疗保健价格同比上涨1.6％，交通和
通信价格下降4.4％。

董莉娟说，7月份，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
点。据测算，在7月份2.7％的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2.9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
为-0.2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本月CPI同比涨
幅虽然略有回升，但主要受食品价
格及翘尾因素影响，且当前核心
CPI降至低点，物价总体可控。”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
认为。

物价稳的因素进一步增多

7月CPI涨幅有所扩大，当前
物价平稳运行的基础是否牢固？

“总的来看，维持物价总水平
的基础牢靠，且稳的因素将进一步
增多。短期看，生猪和猪肉供应仍
然偏紧，但保供稳价的利好因素正
在增多，预计三季度以后猪肉市场
供应将持续改善。随着汛期对局
部生产和调运的季节性影响逐步
褪去，肉菜蛋等食品的结构性上涨
压力也将缓释。”郭丽岩说。

为稳定生猪生产，我国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政策。数据显示，目前
生猪存栏和仔猪供给量已连续5个
月恢复性增长，预示7月份以后可
出栏的商品肥猪将逐步增加，猪肉
市场供应将持续改善。

郭丽岩分析认为，展望到年
底，猪肉、菜、蛋等食品价格持续大
幅上涨的概率不大。加之未来数
月CPI中猪肉价格的对比基数抬
升，猪肉等肉类对CPI的拉涨影响
会逐步下降，食品对CPI的拉涨影
响也将逐步缓解。

保持物价特别是重要民生商
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尤
其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事关千
家万户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今年以来，各地累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约190.6亿元，惠及困
难群众约2.68亿人次。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袁达表示，当前我国工农业生产供
应充裕，市场活力足、韧性强，物价
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下半年
翘尾因素将明显减弱，预计CPI涨
幅与上半年相比将会趋缓，全年呈
现“前高后低”走势，预期调控目标
有望较好完成。

近期工业生产持续回升，市场
需求逐步回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继续上行。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4％，
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

温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加快恢
复发展，各项保供稳价措施落地实
施，市场供求有望保持平衡，物价水
平将在结构性波动中保持整体平稳。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陈炜伟 陈爱平）

证监会发布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

者刘 慧）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
引（试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指引明确，基础设施基金
属上市交易的封闭式公募基
金，应具备以下条件：80％以上
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
支持证券，通过资产支持证券
和项目公司等特殊目的载体取
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
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主动运
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稳
定现金流，并将 90％以上合并
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按要
求分配给投资者。

指引要求，压实机构主体责

任，严控基础设施项目质量。强
化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的专业
胜任要求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
的受托职责。聚焦优质基础设
施资产，严把项目质量关。发挥
外部管理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等专业作用。

此外，指引还明确了基金
份额发售方式，采取网下询价
的方式确定基金份额认购价
格，公众投资者以询价确定的
认购价格参与基金份额认购。
同时，明确基金投资限制、关联
交易管理、借款安排、基金扩
募、信息披露等要求，全面落实

“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确保投
资者充分知情权。

全球黄金ETF持仓量
7月份增长166吨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
者王 希）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
布数据，今年7月，全球黄金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黄金
ETF）持仓量增长约 166吨，至
此全球黄金ETF总持仓规模升
至3785吨。

黄金ETF产品以实物黄金
为依托，近年来日益受到投资者
青睐。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全球投资者避险需求
升温，进一步令黄金ETF受益。

从区域看，7月份，北美地区
黄金ETF持仓总量上升了118

吨，占全球当月总净流入规模的
七成以上；欧洲地区基金持仓出
现了40吨的增长；亚洲的黄金
ETF总持仓上升4.9吨；其他地
区基金持仓增加3.4吨。

今年以来，全球黄金ETF及
类似产品持续保持净流入态势，
前 7 个月总流入规模约为 899
吨。这一数据远高于2009年创
下的646吨的年度净流入纪录。

据统计，随着以美元计价的
黄金价格达到历史新高，7月末
全球黄金ETF的总资产管理规
模达到2390亿美元。

10日沪深两市股指涨跌互现
主板表现好于“中小创”

新华社上海8月10日电（记
者桑 彤）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
两市股指涨跌互现，主板表现好
于“中小创”。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41.53
点开盘，上午窄幅震荡，午后快
速拉升，最终收报3379.25点，较
前一交易日涨25.22点，涨幅为
0.75％。

深证成指收报13657.31点，
涨8.81点，涨幅为0.06％。

创业板指数跌0.53％，收盘
报2735.26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9079.26 点，跌幅为 0.18％。科
创50指数录得0.58％的涨幅，收
盘报1535.60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约
2600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两市约100只个股涨停。

概念板块方面，建材家具、
广电系、住宿餐饮涨幅居前，涨
幅逾3％；西藏、盖板玻璃跌幅居
前，跌幅逾3％。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继续破
万亿元，分别成交5271亿元和
6305亿元，总额逾1.1万亿元。

88月月1010日日，，两名小朋友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选购饮品两名小朋友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选购饮品。（。（新华社新华社 李李 昊昊 摄摄））

中柬农业合作再升级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柬农业合作继续推进。大米、

香蕉等柬埔寨农作物对华出口持续增长，中柬近日宣布完成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也给双方农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图为7月16日，在柬埔寨桔井省的柬埔寨—中国热带生态农业合
作示范区内，工人搬运刚刚收获的香蕉。

（新华社记者 毛鹏飞 摄）

《华尔街日报》：

中国成为美国企业的“避难所”
据新华社纽约8月8日电（记

者潘丽君）美国《华尔街日报》网
站日前撰文指出，中国消费经济
复苏帮助一些美国公司抵消了其
在美国国内销售严重下滑造成的
损失，中国成为不少美国公司的

“避难所”。
文章说，美国一些知名品牌高

管在最新财报季特别提及，是中国
帮助其度过了艰难的三个月。

“中国提供了一个复苏、稳
定、增长的模式。”美国运动休闲
品牌斯凯奇公司首席运营官戴
维·温伯格在7月底的财报电话会
议上说。斯凯奇第二季度销售总
额同比下降42％，但其在中国市
场却实现了11.5％的增长。

文章指出，今年4月至6月，
中国零售回暖势头强劲，而同期
美国零售额同比下滑8.1％。随着
中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许多分
析师预计中国零售额将在第三季
度恢复年增长率，而美国和其他
西方国家仍需努力控制疫情以全
面开放经济。

文章还提到，不少其他地区
知名奢侈品企业也从中国消费市
场获益。酩悦·轩尼诗－路易·威
登集团投资者关系主管表示，中
国市场很好地抵消了公司在其他
地区遭受的损失。古驰所有者开
云集团公布的季度财报显示，其
旗下奢侈品牌二季度销售额同比
下降43％，但在中国增长超40％。

一些服装和鞋类品牌在中国
市场表现也很抢眼。露露柠檬运
动用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几周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
长超20％。耐克公司表示，5月在
中国市场实现两位数强劲增长。

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73％
新华社利雅得8月9日电（记

者涂一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
公司（沙特阿美公司）9日发布公
告说，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
润为66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
为247亿美元，同比下滑73％。

沙特阿美公司当天公布2020
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的业绩。公
告说，该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232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469亿美元
大幅下降，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
为66亿美元。

公告说，尽管全球经济持续
动荡，能源行业面临挑战，沙特
阿美公司仍宣布在第二季度派
息 187.5 亿美元，并将在第三季
度支付。

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阿明·纳赛尔说，受到能源需
求下降和石油价格暴跌带来的强
劲阻力，该公司第二季度利润出
现较大降幅。但由于生产成本
低，财务和运营实力雄厚，阿美公
司仍取得可观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