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江亨 美编：宜文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08 财富新闻

15 日，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9月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数据显示，9月
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3%，环比上涨 0.9%；
CPI继2013年11月后，
再次步入“3时代”。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沈赟介绍
称，从同比来看，9月份
全国CPI涨幅比上月扩
大0.2个百分点。食品
价格上涨是拉动CPI上
涨的主因，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11.2%，影响CPI
上涨约2.21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
环比涨幅回落

“ 最 近 感 觉 水 果 比 之 前
便宜了，近段时间葡萄、苹果
实惠多了，不少新鲜蔬菜价
格感觉也下来了，但就是猪
肉确实贵了不少啊！”今年 61
岁的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张萍
告诉记者。

有升有降，数据也印证了
这种感受。

综观9月份物价数据，价格
结构性分化的态势很明显。比
如，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2%，涨
幅扩大1.2个百分点，但非食品
价格上涨1%，涨幅还在回落。

在食品内部，也有分化。
前期涨幅较快的鲜果、鲜菜价
格已呈回落态势。9月份，鲜果
价格同比上涨7.7%，但涨幅回
落16.3个百分点，近期苹果、梨
等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
格环比下降7.6%。此外，鲜菜
价格同比下降11.8%，影响CPI下
降约0.33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成为推升 CPI 的
主因。数据显示，9月份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 69.3%，涨幅扩大
22.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1.65 个百分点，“贡献”超过一
半。

此外，受天气转凉需求增
加和消费替代影响，牛肉、羊
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格也有
不同程度上涨，涨幅在9.4%至
18.8%之间。

从环比来看，9月CPI上涨
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
分点。食品中，猪肉供应偏
紧，价格继续上涨 19.7%，涨幅
比上月回落 3.4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0.65 个百分点。
受天气转凉需求增加和消费
替代影响，牛肉、羊肉、鸡肉、
鸭肉和鸡蛋价格上涨 4.0%—
7.7%，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6
个百分点。

保持总体物价稳定
具有坚实基础

尽管9月当月CPI涨幅有所
扩大，但从今年以来的CPI数据
看，年初两个月 CPI 涨幅不到
2%，此后6个月涨幅都在2%的
平台波动，物价走势总体仍属
温和。今年1至9月平均，CPI比
去年同期上涨2.5%，也低于全

年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
从构成 CPI 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看，除了猪肉等食品价格
上涨较快，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3%，居住价格同比涨幅为
0.7%，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下
降2.9%。

“这轮物价上涨的结构性
特征明显，猪肉等部分食品价
格是主要推动因素，而非食品
价格涨幅回落，工业消费品价
格涨幅也不大。此外，1至9月，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只
有1.7%，这也显示当前通货膨胀
压力实际上并不大。”社科院世
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斌说。

针对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
涨，国家出台多项举措促进生
猪生产，大力推动各项政策落
实落地。

“从当前生产恢复省份增
多、仔猪饲料产量和种猪销量
回升等迹象判断，养猪场户补
栏增养信心开始恢复。”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
示，随着非洲猪瘟疫情进入相
对平稳期，各项政策落地生效，
预计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提
升，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将探
底趋稳，猪肉市场供应有望逐
步稳定和恢复。

“猪肉只是CPI商品篮子的
一种典型商品，肉价异常上涨

可能对短期CPI产生扰动，但不
会导致物价全面持续的上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
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说，受
到猪肉价格上涨带动，未来几
个月CPI仍可能在3%左右波动
运行，但部分月份突破3%不意
味着物价全面上涨、单边上扬，
并不改变当前宏观物价总水平
稳定运行的态势。

展望全年，总体物价水平
保持稳定仍有基础。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认为，从
食品、工业消费品、服务等领域
来看，下阶段价格保持总体稳
定有较好基础。物价控制在全
年预期目标范围内是有基础、
有条件的。

评点：

稳物价保民生
让发展更有温度

物价，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切身利益，一头连着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

在宏观物价水平稳定的大
格局下，既要理性分析研判物
价走势，也要关注部分食品价
格上涨的结构性矛盾，精准施
策稳物价、保民生。

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
地方、从生产到流通，国家多措
并举促进生猪生产供应，强化
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近期，
鲜果、鲜菜价格开始回落，生猪
养殖企业积极补栏。9月份以
来，商务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
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30000吨，
为稳定市场供应起到支撑。

越是价格波动，越要重视
保障基本民生。来自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司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各地已累计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55.1亿元，惠及
困难群众达 2.22 亿人次，缓解
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的影响。

国家有政策，地方有落实，
民生有兜底。物价运行平稳，
百姓基本生活有保障，经济发
展才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沈婷婷综合新华社）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10月
15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突破1200元/股，总市值超1.5万
亿元。截至收盘，贵州茅台报每
股1211.00元，涨2.63%。

贵州茅台距离上一次创造股
价新高还不到一个月。此前，9月
24日，贵州茅台收盘报1184.00元/
股，市值接近1.49万亿元，超过
2018年贵州省生产总值（GDP）。
根据统计局数据，2018年贵州省
GDP为1.48万亿元。

从A股上市公司最新市值看，
贵州茅台以1.5万亿元的总市值排
名第三，仅次于工商银行和中国
平安两家公司。作为A股市值老
大、工商银行最新总市值19651亿
元，比茅台多出4550亿元。

除了股价一路飙升，53度
500ml 飞天茅台的价格也在反
弹。记者了解到，53度飞天茅台
（500ml）的市场价格在经历了国庆
期间的低点之后，近期又重新回
热，全国多地批价（整箱购买时的
单瓶价格）在2300元上下，较低点
时期的2100元至2150元，上涨150
元至200元。据多位业内人士分
析，此波价格上涨还是受到国庆以
后，直营店、商超投放量减少，电商
渠道难以抢到等因素影响。

华泰证券认为，终端强劲的
需求为公司全年业绩保驾护航，
公司业绩或将持续提升，给予公
司2019年35—37倍PE估值，由
于对标公司估值提升，因此上调
目 标 价 范 围 为 1251.60 元 —
1323.12元，维持“买入”评级。

上市公司代表着区域经济
的活力和未来潜力。10 月 15
日，2019第二届西三角品牌大
会在成都开幕。当天论坛首次
发布四川上市公司品牌指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西南区域总经理丁一
则对指数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名列榜单的四川
上市企业共计124家。其中，五
粮液、新希望、通威股份名列前
三。科伦药业、泸州老窖分列
四、五位。

在榜单前十位中，还包括
了海特高新、卫士通、攀钢钒
钛、东方电气和水井坊，红旗连
锁和四川长虹则名列第十一、

十二位。
针对本次发布的2019四川

上市公司品牌指数，丁一介绍，
该指数有三大特点：

首先品牌指数聚焦于四川
地区上市公司的品牌价值评
估。纵观现有的品牌价值评估
榜单，是专注于四川地区上市
公司品牌价值评估的第一份榜
单，对于四川企业的品牌建设
更具针对性与指导性。

其次，品牌指数拥有多维
度科学理论支撑。榜单的计算
原理是基于因子分析法对于各
大权威官方网站公布的客观数
据，计算各项指标对于品牌价
值的相关性与贡献度，得出参

考指标的对应权重。
最后，榜单也充分吸取了

国际品牌价值研究的最新成
果，对最后的权重结果进行了
调节，最大程度保证榜单客观、
准确和公正。

丁一说，多年来四川省委、
省政府十分重视质量提升与品
牌创建工作，并在多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目前，四川品牌
产品及企业在西部地区名列前
茅，其中名牌产品企业总产值
达9840.7亿元，占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37.50%，已是质
量提升的主力、富民强省的基
石。

（据封面新闻）

食品价格助推 CPI进入“3时代”
专家表示，物价控制在全年预期目标范围内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突破 1200 元
贵州茅台股价再创新高首份四川上市公司品牌指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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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一家超市选购水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