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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4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2.3%，CPI连续 3 个
月保持 2.3%的涨幅。此数据一发布，立刻引来不少专
家及市场人士的分析及解读。其实，关注 CPI 的不仅
仅是国内，不少外国媒体也纷纷发声，只不过它们更
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国猪肉价格上。中国市场猪
肉涨价，为何惊动国际市场？

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日前称，在猪肉供给和需
求方面，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 《华盛顿邮
报》 指出，中国从国外进口猪肉，并同时进口饲料以
扩大本国猪肉产业，这使得中国的猪肉需求与国际市
场连接在了一起。

当前，中国猪肉的进口量正处于增长阶段。农业
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猪肉进口量达 28.6 万吨，
同比增长90.3%；而2015年全年，猪肉进口量为77.8万
吨，同比增长37.8%。

“猪肉进口的增长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猪肉市场供
不应求的现状，我国的猪肉需求长期处于稳定增长的
态势，但现阶段供给则有所不足，从国际市场进口猪
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

相比中国对于进口的需求，国际市场向中国出口
猪肉的需求则显得更为强烈。业内人士指出，国际上
大多数国家生猪供应处于偏宽松的状态，猪肉价格水
平不高，无论欧洲国家还是美国或加拿大，他们都希
望通过打开中国市场来消耗自家的过剩猪肉产量并提
高国内生猪养殖的利润。此前，美国、加拿大猪肉存
在瘦肉精问题，通过多方努力，积极配合中国瘦肉精

的检疫条款，才得以获得向中国出口的许可。
日前，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猪肉进口的增长将有

利于美国、德国和巴西等主要出口国的农户。美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欧洲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出口
地，对中国猪肉出口量的增加对欧洲国家来说无异于
一场及时雨。

赵萍指出，中国猪肉价格的变动与国际市场有着
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当中国猪肉价格处于相对高位
时，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猪肉的数量就会有所增长。
而这不仅可以让出口国的企业盈利，更将使得其生猪
的养殖、加工整个产业链受益，这些国家的就业、经
济也都会分享到这一好处。

“身价”涨幅在可控范围

猪肉进口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猪肉价格上涨，但
仅靠进口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猪肉价格上涨的问题。
专家指出，中国的猪肉消费更多的还是依靠国内的猪
肉生产，这在数据上可以得到证实：一季度，我国猪
肉产量为 1466万吨，而同期的进口量仅为国内产量的
2%左右。因此，中国猪肉价格的上涨问题还得通过增
加国内供给来解决。

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 12月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
门分 7批向市场出库投放了 12.2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
另外，北京、浙江、陕西等 12个省份也陆续投放了地
方储备猪肉近3万吨。

与此同时，我国生猪市场的供给状况正在好转。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指出，从
目前整个生产情况来看，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比较高，
也就是说从三季度开始，生猪出栏有望恢复性增长，
四季度开始，受生猪出栏恢复性上涨影响，生猪价格

有望出现一个小幅下降。
“随着市场供应的增加以及猪肉消费淡季的到来，

国内猪肉市场将会趋于供求平衡，猪价上涨幅度将处
于可控范围，年内猪价或见高走低。”赵萍说，未来，
为了提高我国猪肉市场供给的稳定性，还应该进一步
提高我国生猪养殖的组织化程度，并提供更加高效的
猪肉价格信息平台。

整体物价“步调”趋平稳

随着猪肉价格趋于稳定并有所回落，我国对于国
际市场猪肉的需求也将会进入平稳区间。“猪肉价格上
涨对我国 CPI 有很大影响，而随着猪肉价格达到高位
后走向回落，CPI继续上涨的动力将会小很多。此外，
对 CPI 影响较大的蔬菜价格已经开始下降，同时非食
品价格中的工业消费品等价格的上涨动力也不足。”赵
萍说，总体上看，物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不大，未
来走势也将会保持平稳，完成全年3%左右的调控目标
问题不大。

这也将进一步打消外界对于中国经济滞胀的担
忧。相关人士指出，说中国滞胀本身就是杞人忧天，
因为仅通胀这一条就不符合。我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并
不大：一方面，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并不存在大幅上涨
的基础，因此输入型通胀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
面，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下行压力，市场需求相对较
弱，所以需求拉动型通胀也不太可能在当前的中国发
生；此外，我们一季度
GDP 同比 6.7%的增速及
一季度末 4.04%的失业率
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优异
的表现，这些都说明中国
并不存在滞胀的基础。

本报北京5月10日电（记者邱海峰） 国家统计局
今天发布的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显示，CPI环比下
降 0.2%，同比上涨 2.3%；PPI 环比上涨 0.7%，同比下
降3.4%。专家指出，总体来看，CPI连续3个月维持在
2.3%的水平，居民消费市场呈现出平稳状态，我国经
济通胀压力并不大；而PPI降幅持续收窄，说明经济正
在回暖。

猪肉价格依旧是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国家统计
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指出，从同比看，CPI同比
上涨 2.3%，与上月涨幅相同，猪肉和鲜菜价格同比涨

幅依然较高；猪肉价格同比上涨33.5%，影响CPI上涨
约0.75个百分点；虽然4月份鲜菜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但与去年同月相比价格依然较高，同比涨幅达 22.6%，
影响CPI上涨约0.56个百分点。

“4 月 CPI实现 2.3%的涨幅属于一种正常状态。一
方面，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从3月份开始大部分鲜菜价
格开始回落，影响 CPI 上涨的因素在逐渐减弱，因此
CPI 出现了环比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猪周
期’因素，猪肉价格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它对 CPI
的推动作用仍不容小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
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说。

虽然CPI 已连续3个月处于“2”时代，但多数专
家认为，我国经济整体通胀压力并不大。申万宏源首
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指出，当前蔬菜价格开始回落，
猪肉价格涨幅趋缓，食品型的通胀压力有所减轻，制
造业依然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整体物价水平缺乏大
幅上涨的基础。

4 月份 CPI
继 续 维 持
2.3% 涨 幅

4 月份 CPI
继 续 维 持
2.3% 涨 幅

猪肉价格涨 外媒分析忙

中国“二师兄”为何惊动世界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拿下”了尼日利亚丹哥特集团219
万吨水泥厂3.5亿美元融资的大项目。而这只是中国银行业近
期在海外众多项目中的一个。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不
少国际化大银行忙着“瘦身”，中资银行则视此为战略机遇
期，积极“强身”。

中资银行反欧美之道而行

近期，欧美大行频频传来“瘦身”的消息，或裁撤机
构，或出售业务。德意志银行宣布将在全国净裁撤9000个岗
位，剥离旗下德国邮政银行，在 2017 年关闭 200 家分支机
构；渣打银行计划全球范围裁掉 1/4 的高层员工，以缓解利
润下滑……

与欧美正相反，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中，中资银行则视此为战略机遇期，将深耕国际化业务
视为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业务
发展报告》认为，随着我国资本项目不断开放、人民币国际
化路径逐步明晰，商业银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民币衍
生品交易、企业跨境资金集中管理、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
领域都将成为中国银行业新的业务增长点。

年报显示，2015 年末，建行海外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41.13 亿元，同比增幅 29.52％；中行去年海外机构实现利润
87.75亿美元，对该行利润总额贡献度为23.64％。

“中国企业正从贸易全球化进入投资全球化的阶段，这对
中资银行的金融服务带来很大需求，不论中国企业还是中资
银行都迎来巨大机遇。”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介绍，尽管工行境
外资产已达 3400亿美元，但只占工行总资产的 10％。“在国
际竞争的战场中，中资银行是后来者，国际化起步晚、程度
相对低，这促使我们需要积极、稳健地走国际化道路。”姜建
清说。

由机构布点转向深耕服务

尽管中资银行还在不断完善海外机构布局，但海外的发
展重点已经转向更深入、更全面的金融服务。

“走国际化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在海外扩张网点，而是提质
增效。在国际业务方面中资银行正在做深、做细、做优、做
强。”姜建清介绍，近年来，工行通过推进国别开发战略，系
统性地拓展非洲等新兴市场，大力支持能源引进、高端设备
出口、优势产能输出等合作。截至 3月末，工行仅在非洲就
已开展合作项目58个，累计承贷金额近156亿美元。

近两年，中资银行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在电力、资源、交通、基建、制造业等领域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另一方面，提升海外财务顾问方面的水平，帮助中
国的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

中行去年不仅在国际市场成功发行首只“一带一路”债
券，还热衷于做“红娘”，先后举办了 11场跨境撮合现场洽
谈会，把中国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引入欧洲市场。去年，中

行累计服务企业“走出去”项目达到2200个，提供贷款承诺1486亿美元。
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表示，中资银行正加快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建设，坚持

跨境联动业务和海外当地业务并重，厚植海外的发展根基。

金融机构海外发展挑战重重

不过，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道路仍面临不少挑战。中国银行贸易金融部经理闫波在“第五届
中国贸易金融年会”上表示，我国仍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加之汇率改
革、资本账户开放不断推进，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贸易金融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冲击。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李文庆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波浪形前进
的，市场趋于稳定后，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会继续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巨大潜力没有改变。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认为，在“一带一路”经贸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
应积极推进人民币沿线国家货币的报价和直接交易，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中的
使用范围，降低使用第三国货币双边贸易往来的不利影响。

日前，银监会发布通知，针对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运营风险管理，提出21条细化
要求，其中不乏落实监管制度、加强风险识别判断、审慎开展自营投资等具体内容。

陈四清表示，中资银行金融国际市场的步伐加快，为中资银行驻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和
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去一个地方开设机构，首先要懂那个地方的国情、市场和客
户，只有做足功课、规避风险、服从监管，才能把中国客户引向当地市场，同时在当地开
拓客户。”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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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王俊岭）
今天下午，商务部发布了2016年1—4月我
国吸收外资情况。数据显示，1-4月，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67.8亿元人民币（约合
453亿美元），同比增长4.8%，继续保持向好
态势。

与此同时，商务部在同日发布的 《中
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6年春季）》 中
指出，2016年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挑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
面：

一是外部需求总体依然偏弱。全球
贸易陷入低迷，整体外部环境不利。据
世贸组织统计，2016 年前 2 个月，全球

71 个主要经济体 （占全球贸易额 90%左
右） 进口额合计同比下降 8%。据中国商
务部对重点进出口企业的调查，近八成
的企业反映外需不足是当前面临的最大
困难。

二是外贸竞争优势转换尚未完全到位。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
续上涨，中国传统出口竞争优势有所弱
化，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导致部分
出口订单和产业向周边等新兴经济体转
移。近几年，中国新兴产业、新型商业模
式出口较快发展，大型成套设备等资本品
出口好于总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竞争
力仍存在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优势

产品出口低迷的影响。
三是贸易摩擦的影响更加凸显。在全

球工业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份
额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国家试图通过
贸易限制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全球范围贸
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外贸面临的外部政
策环境趋紧。一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
37 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加 55.6%。特
别是钢铁行业遭遇多个国家贸易救济调
查，出口形势严峻。

外贸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
力量。当前，中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取
得新进展。今年前 4 个月全国吸收外资继
续稳步增长。

专家指出，近期中国吸引外资数据的
持续回升，得益于近期中国经济的企稳回
暖，也体现了海外资本对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过程中巨大商机的认可和追求。可以
说，资本“青睐”中国表明其对中国经济
发展整体趋势的看好。

商务部发布报告：

中国外贸面临三大挑战

山东新泰樱桃为媒唱经贸大戏

本报电（赵文存、肖根法） 山东新泰樱桃节暨经贸文化合
作交流会日前在新泰莲花山拉开帷幕。本届樱桃节邀请国内外
客商齐聚新泰，开展合作交流，共商发展大计，促进项目和产
业对接。樱桃节将持续1个月。

开幕式当天，新泰市还在跨境电商产业园举行了2016中国·
新泰樱桃节电商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为全市电商创业者搭建了
一个展示自我、锻炼技能、实现梦想的平台，推动更多的城乡
创业者在电商大潮中奉献社会、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进
一步推进“买新泰、卖全国”步伐。

本次洽谈会共签约项目26个、吸引资金149.2亿元，其中外
资项目2个、合同利用外资1.1亿美元。

5月 10日，黑
河 港 码 头 一 片 繁
忙，各种进出口货
物堆满港口。中俄
界江黑龙江中国黑
河—俄罗斯布拉戈
维申斯克货运口岸
当日同时开航，进
入夏季明水期轮渡
货运通关。

据介绍，今年
黑河港货运比去年
提前两天开航，黑
河和布市客运运输
于 5 月 4 日开航。
至此，黑河与布拉
戈维申斯克口岸今
年夏季明水期客货
运全面开航通关。

张 辉摄
（人民图片）

中俄界江黑河—布市货运口岸开航通关

巴油与进出口行签署贷款协议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9日电（记者陈威华、赵焱） 巴西
石油公司 （巴油） 9日发表公报称，该公司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签署10亿美元贷款协议。

巴油表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是巴油“资金来源多样
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笔贷款将用来向中国相关公司采购海
洋工程装备和服务。目前，双方正就贷款合同的最终条款进行
磋商。

2015年 5月，两家机构在巴西利亚签署了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关于支持中巴海洋工程装备产能合作的融资
备忘录》。根据该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为巴油在中国采购海洋
工程装备以及为巴油向中国出口石油产品等提供信贷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