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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在资本市场爆发“小宇宙”

2017年CPI涨幅比2016年
回落了0.4个百分点，涨幅重返

“1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0 年至 2016 年 CPI 同比
涨幅分别为 3.3%、5.4%、2.6%、
2.6%、2.0%、1.4%、2.0%。从物价
来看，2012年开始，我国的CPI
总体来说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
态势，一般是2.0上下的幅度。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绳国庆说，2017年食品价
格下降1.4%，“食品价格自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受猪
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影响。”
另外，2017年非食品价格上涨
2.3%，涨幅比上年扩大0.9个百
分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
涨1.7%，服务价格上涨3.0%。

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
CPI同比涨幅持续处于低位，除
1月份涨幅攀升至2.5%外，从2
月份开始 CPI 涨幅已连续 11
个月低于 2%，12 月份 CPI 上涨
1.8%。从环比看，12月份CPI上
涨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1.1%，影响
CPI 环 比 上 涨 约 0.22 个 百 分

点。天气转冷，鲜活食品价格明
显上涨，鲜果和鸡蛋延续涨势，
涨幅均超过5%，猪肉、水产品和
鲜菜价格由下降转为上涨，涨幅
均在1%左右。

对于今年的物价走势，社科
院发布的2018年《经济蓝皮书》
预测，2018 年 CPI 同比涨幅为
2.0%，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物价不
是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今年CPI在2017年低基数的基
础上，同比涨幅可能有所上升，
但在整体需求平稳、货币环境收
紧的大背景下，不会出现明显的
通胀压力。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
建芳预测称，在中国居民消费结
构升级的大环境下，人力成本和
收入的上涨支撑服务业继续上
涨，工业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近
两年，一些下游企业已经开始有
涨价迹象。因此，今年，非食品
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或进一步上
涨。据其测算，2018年，CPI将
较去年上涨1个百分点左右至

2.5%左右，其中由于春节错位，2
月为全年通胀高点，可能会触及
3%，或将对货币政策和市场短
期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2017年全年，PPI由上
年下降 1.4%转为上涨 6.3%，结
束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的
下降态势。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析称，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8.3%，影响PPI上
涨约6.13个百分点。其中，涨
幅较大的行业有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
上涨 29.0%、28.2%和 27.9%。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0.7%，影响PPI
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对于今年PPI走势，申万宏
源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慧
勇表示，PPI 主要受到原油、煤
炭及钢铁产业链的影响，预计
2018年供给侧改革仍将继续推
进，煤炭钢铁价格仍将高位维
持，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原油价
格上涨，总体上 PPI 能维持涨
势。但伴随着基数提高，涨幅
会回落。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筹备一年半之后，
太平科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终
于获准开业这也是国内首家获
准开业的科技保险公司。

在保险业，科技保险机构还
是新面孔。科技保险是指运用
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对科
技企业或研发机构在研发、生产、
销售、售后以及其他经营管理活
动中，因各类现实面临的风险而
导致科技企业或研发机构的财
产损失、利润损失或科研经费损
失等，由保险公司给予保险赔偿
或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保障方式。

根据中国保监会的开业批
复，太平科技保险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亿元，公司业务范围为与科
技企业相关的企业/家庭财产保险
及工程保险，责任保险，船舶/货运
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特
殊风险保险，信用保证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分出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保险信息服务业务；以及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另据保监会2016年 6月 7
日发布的《关于筹建太平科技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太平
科技保险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恒华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嘉兴市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浙华投资有限公司等9
家公司共同发起筹建。

作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旗下的专业科技保险公司，太
平科技保险以“做科技的保险，
用保险助科技”为经营理念，将
为我国科技产业提供更加专业
高效的保险服务。太平科技保
险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围绕
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聚焦科技企
业及其相关产业链提供有针对
性的风险保障服务，以保险促进
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

事实上，目前市场上仍有多
家科技保险公司正在筹备中。
据悉，2016年底，金发科技发布
公告称，拟与广东省粤科金融集
团、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公
司和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
等7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粤科
科技保险有限公司；2017 年 9
月，飞利信也发布公告称，拟发
起设立科创科技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不过，截至目前，这些科
技保险公司并未获批。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昨日，据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今日公布数据显示，1
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报 6.5207 元，下调 239 个基
点。近日，市场有传闻，中国央
行近期已通知中间价报价行暂
停逆周期因子。对此，人民银行
回复媒体时表示，在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计算

“逆周期因子”的“逆周期系数”
由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报价行自行设定。各报价行会
根据宏观经济等基本面变化以
及外汇市场顺周期程度等，按照
其内部报价模型调整流程决定
是否对“逆周期系数”进行调整。

市场人士指出，“逆周期系
数”并不会引发贬值预期明显抬
升，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将更多
由市场供求决定。而考虑到年
初伊始人民币接连大涨的背景
下，不少市场人士表示，此轮因

政策传言而引发的汇率跌势或
许反而正合时宜！近期，接连升
值的人民币引发市场关注，自去
年12月13日至昨日近一个月
的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已经升值 1419 个基点。
专业人士分析，这一阶段人民币
兑美元的升值受美元走弱等多
重因素影响，人民币的持续走强
则显然对出口企业不利。

2017年 5月 26日，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发布消息称，中国确
实考虑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
子，加入逆周期因子目的是缓解
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
应”。逆周期因子根据宏观经济
等基本面变化动态调整，有利于
引导市场在汇率形成中更多关
注宏观经济等基本面情况，使中
间价报价更加充分地反映我国
经济运行等基本面因素，更真实
地体现外汇供求和一篮子货币
汇率变化。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2018年一开始，上
市券商都已经开始公布去年12
月的经营业绩。通过整年月度
经营业绩的汇总，大致窥得22
家上市券商去年全年经营情
况。按照 12 个月财报数据计
算，2017 年全年营收超过 100
亿元的券商共有6家，中信证券
仍以200.79亿元的营收处于绝
对优势领先位置；净利润方面，
12家券商超10亿元，其中4家
超过60亿元。

从2017年12月的经营情

况来看，22家上市券商在12月
都进行了最后的冲刺。单月业
绩较11月有大幅增厚，19家券
商营收同比上升，12家券商净
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其中，财
通证券、长江证券和太平洋证券
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1000%。
具体而言，12月份净利润排名
前三的券商分别为华泰证券、广
发证券和中信证券，其中华泰证
券单月净利润达到22.03亿元，
远远领先，成为最赚钱的券商，
广发证券则超过中信证券，以
9.37亿元的净利润排名第二。

从单月同比增幅来看，8家

券商增幅超过100%，其中财通
证券、长江证券和太平洋证券是
单月环比增幅最大的券商，增幅
分别达到 1756.19%，1694.91%
和 1031.44%。财通证券 12 月
实现净利润0.98亿元，而11月
该数据仅为0.05亿元，是21家
券商中净利润单月增幅最大
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增幅
超100%的券商中，多为中小券
商，仅有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和
国信证券三家大型券商，其中华
泰证券12月同比增幅373.19%，
为其和中信证券2017年的龙头
之争助力不少。

2017年CPI同比上涨1.6%
食品价格为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

券商2017年经营业绩出炉

中小券商上个月业绩增幅高

逆周期因子参数调整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

国内首家专业科技
保险公司获开业批复

国家统计局昨天
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上 涨 1.6% ，
2017年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全年
上涨 6.3%，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年
的下降态势。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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