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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CPI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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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国家统计局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环比下降 )'*!!创下 #+个月来新高$

统计显示!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 其中!城市上涨 ('.!!农村
上涨 ","!$

分类别看!食品上涨 !!,-!!烟酒及
用品上涨 /,-!!衣着上涨 -,0!!家庭设备

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 +,1!! 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上涨 0,+!! 交通和通信下降
-,+!!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1!!居住上涨 1,"!$

此外!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 "%%&% 同比上涨 2,+!!0 月份上涨
2,0!!环比上涨 ),1!$ 一季度!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 月份上涨
+),"!!环比上涨 +,)!$

%&'()*+,-./

%%%;����78�����6���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既涉及到对当
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走势的判断! 也涉
及到对物价走势的判断$ 首先! 我肯定地
说!当前经济不存在滞胀$ '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

统计显示! 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2!!增速比上季度回落 ),+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回落 *,*个百分点(一季度 $%&同
比上涨 ",)!! 涨幅比上年全年提高 +,2个
百分点$

��6�����

盛来运指出!从一季度主要指标来看!国
民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平稳较快增长
的态势!呈现出经济走稳)就业增加)物价可
控)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特点!开局良好$

从经济增速看! 一季度增速是 .,2!!

去年三季度是 .,1!!四季度是 .,3!!连续
三个季度增速在 .,"!至 +)!之间$实体经
济也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一季度是 +(,(!! 去年三季度
是 +0,"!) 四季度是 +0,0!! 基本上是在
+(!左右运行$

就业形势继续走好$ 一季度全国城镇
单位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10万人!

农民工外出打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0)

万人! 这两个指标说明当前的就业在继续
增加$

效益提高$ 一季度政府财政收入同比
增长 00,+!! 前两月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
增长 0(,0!!增速都比较快$

民生改善$除就业形势向好以外!城乡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一季度!我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
2,+!!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是 +(,0!$

&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来!一季度国民
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 继续朝着宏观
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盛来运强调$

�R��>u�TH

关于物价走势!0月份 $%&同比涨幅在
创下 0+个月来新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
新变化!3个月来环比首降$

&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物价总体上是
可控的$ '盛来运说!虽然居民消费价格和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都有所上涨! 但中央
对物价问题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物价
调控措施!包括控制流动性)发展生产)搞活
流通)加强监管!以及给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等多种措施$

盛来运强调!$%&0月份比 *月份下降
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中央
关于物价调控的措施效果初显$ 只要切实
贯彻落实好中央出台的物价管理政策措
施!物价维持稳定是有可能的$

盛来运强调! 一季度的 $%&能够控制
在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巴西)俄罗
斯)印度的经济增速都低于我国!但 $%&都
比我国高$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滞胀!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要未雨绸缪!

因为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仍然较多$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抓好落实!保持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有效
性$ '盛来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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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同
比增长 +1,0!!与去年同期比!名义增速和实
际增速均有所回落$

&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指标增速
有所回落! 但这个水平仍然比近几年同期平
均水平要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
+"日在国新办召开的发布会上说$

¡¢H£N

盛来运同时分析了一季度消费增速回落
的原因*&这种回落既有主动调控的因素!也
有政策回归正常的影响! 同时也是前期增长
比较快以后的一种正常调整$ '

今年以来!汽车购置税优惠)汽车以旧换
新等消费刺激政策纷纷到期! 而楼市调控也
进入关键期! 很多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成
交量回落!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与汽车)住房这
两大热点相关的消费出现了回调$

除此之外!物价上涨和负利率的现状!也
抑制了一部分消费$ 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调
查结果显示!+季度! 虽然居民收入情况向
好!但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居
民的储蓄意愿更高!消费意愿降至 +...年来
最低$

�¤H¥¦

可见!消费增速的回调虽然在正常空间!

但从另一方面看! 也说明了建立扩大消费长
效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国雄表示!*)++

年!扩大消费要从&优惠政策拉动型'向&制度
环境促进型'转变!接续政策应更多着眼于解
决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要建
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
改善民生!改善消费环境!从根本上增强居民
消费能力和意愿$

目前! 商务部正牵头编制关于国内贸易
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这项规划提出了要在
&十二五'期末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十一五'期末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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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国家统计局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
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同比增长 +1,0!!其中汽车)家具等住行类商
品销售有所降温$

统计显示!一季度限额以上企业"单位%

商品零售额 +.)()亿元!增长 **,"!$按经营
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02*(3亿
元!增长 +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2( 亿
元!增长 +",3!$

0月份!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2,(!!环比增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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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开年头两月全国财政收入接
连实现 0*,3!和 (+,"!的高增长后!+"日
财政部公布的 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
回落至 *1,2!!财政部预计财政收入增幅
还会有所回落$ 与此同时!一季度财政支
出项目中!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以
及科技等领域增幅明显!凸显积极财政政
策调结构意图$

6�ÂQ5¾¿À��

不过!尽管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冲高
后有所回落!但一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超过 *,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3,12

亿元!增长 00,+!$ 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
财政收入高幅增长!主要受一季度经济增
长带动$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指出!

一季度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相应带动增
值税) 营业税) 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
长$ 而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

占了大头! 超过 *,0 万亿元! 增幅达到
0*,(!$

白景明认为!从一季度情况看!我国
税收增长更多依赖两大因素!一个是物价
因素!价格上涨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
收增长$ 另一个是进出口贸易!贸易量增
大尤其是进口量的增长!使得进口对税收
贡献大! 一季度全国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 013(亿元!同比增长了 (3,3!(关税
2+*亿元!同比增长 (2,"!$

STª5¾¿ÀcÃ¿¤Ä

财政部预计!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措施进一步落实以及一些特殊增收因
素消失! 预计财政收入增幅还会有所回
落$ 而市场分析人士也认为!围绕抑制通
胀风险!不断凸显的紧缩货币政策也势必
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减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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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日发布的初步测算数据
显示!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0++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环比增
长 *,+!$

&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开局良
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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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 +"日
透露!预计到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
模将翻一番!销售收入将达到 00))亿元!满
足 *2,"!国内市场需求$ 同时!集成电路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并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国内重点整机企业应
用自主开发集成电路产品的比例达到 0)!

左右$

杨学山在全国集成电路行业工作会议
上表示!集成电路产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
心和基础!&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从国家战
略层面出发! 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形
成推动集成产业发展的合力$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年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销售收入 +((),*亿元!仅占全球市
场的 3,1!$集成电路已连续 2年成为最大宗
的进口商品!*)+) 年进口额高达 +"1.,.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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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 沪深股市周五全天呈现宽幅震
荡走势! 早盘指标股活跃!+)点钟国家统计
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另外!明天是周末!

市场担忧调控政策进一步出台! 从而使得多
头的做多底气迅速回落$ 然而地产)金融)石
油板块突然活跃!快速拉升$ 带动大盘走高!

沪指翻红!并收复 "日均线$

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 0)"),"0 点!涨
幅 ),*14!总成交额 +"-2 亿元(深证成指
报 +*.1",3 点!跌幅 -,*-4!总成交额 +-*1

亿元$

在盘面上!化工)地产)农药化肥)保险)

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造船)医疗器械)汽车)

家电)酿酒等板块表现疲弱$

有分析机构称!周五适逢股指期货交割
及经济数据公布!因此虽然盘中难免出现震
荡走势$ 但综合近期走势可见!即便空方多
处打压! 但总有权重股挺身而出力保大盘!

加上权重股尤其是金融板块的估值依旧很
低!因此大盘调整空间不大!短线震荡只是
因为经济数据公布而承压$ 待消息面明朗
后!在当前流动性泛滥情况下股指仍会选择
向上突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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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报披露已经过去了
四分之三!在这 +"--余家公司中!多达三分
之二的公司提出了现金分红! 合计分红金额
超过 (---亿元$而各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成
为最大赢家!将逾半数现金红包收入囊中$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数据中心提
供的数据!截至 (月 +(日!共有 ..+家公司
提出分红预案或已实施现金分红!分红总额
达到 (-(3,33亿元! 第一大股东们所获分红
额为 *-.-,.(亿元! 占比 "(,1(4$ 其中 +02

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所获现金分红过亿元$

控股建设银行的中央汇金获得最大红
包+++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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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m 据数据统计!下周两市限售股解
禁量将达到 3+亿股! 较本周解禁总量的 +3

亿股环比增加 0"-4! 而解禁市值也同样高
达 133,0+亿元! 创一个月以来解禁市值新
高$ 但市场人士表示此次大规模解禁或只是
&纸老虎'$

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两市下周解禁量
大幅增多!这主要是由于华能国际单只个股
巨量解禁!达到 1+,**亿股!抛开该股不算!

其他 *0只个股累计解禁量只有 *-,*"亿股!

平均每只个股解禁量不足 +亿股! 考虑到持
有华能国际限售股的为其大股东华能国际电
力开发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他们几乎没有减持的可能!因此!两市整
体遭到的抛售压力不会太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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