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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海关总署新闻
发言人表示，2019年 11月 8日，美国《联邦
纪事》公布了中国自产原料禽肉输美的最终
规则，确认中国自产原料禽肉监管体系与美
国等效。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之
后，中国也被列为有资格向美国出口自产原
料熟制禽肉的国家。此前，中国自产原料熟
制禽肉监管体系已顺利通过美国农业部的
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

2004年5月，我国正式向美国提出熟制
禽肉对美出口问题，但美方一直以我国监管
体系与美方不等效、存在禽流感疫情等为
由，拒绝进口。对此，中国海关一方面坚持
立场，指出美方不合理做法，要求美方遵守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有关规定同意进
口熟制禽肉；另一方面，向美方提交中国熟
制禽肉监管体系的详细材料供美方评估，争
取美方对我现有体系的认可，并先后9次接

待美国农业部来华检查，指导出口禽肉企
业根据美国进口要求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2016 年美国确认中国出口禽肉加工
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允许中国使用美国
认可国家的禽肉作为原料加工后向美国出
口，但不允许使用自产原料熟制禽肉输
美。此次美国确认中国输美自产禽肉监管
体系等效，将对我国熟制禽肉输美贸易产
生积极影响。

3.8%的CPI涨幅，是否意味着当前物
价出现全面上涨的苗头？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
分析，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 CPI 环比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5%，涨幅与上
月相同。如扣除猪肉价格上涨因素，CPI
环比上涨约 0.1%，同比上涨约1.3%，总体
稳定。

“今年以来核心 CPI 保持稳定，说明
宏观经济体系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相对平
衡，不存在物价全面上行的基础。”郭丽岩

说，与过去几轮价格总水平进入上行周期
相比，当前 CPI上涨结构性因素明显，影
响范围相对明确且可控。

保持物价特别是猪肉等重要民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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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强调，下
一步将着力增强供应能力，着力开展储备
调节，着力保障基本民生。“针对猪肉价格
明显上涨和物价运行的新形势新变化，进
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测预警，加大对重点
地区、重点品种，特别是猪肉等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变化的监测预警频次；指导各地
认真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切实保障困难群众
和重点群体基本生活；根据需要及时采取
调控措施，促进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据新华社电）

透视10月CPI涨幅3.8%背后
国家统计局 9 日

发布数据，10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 比 上 涨
3.8%，涨幅比上月扩
大 0.8 个 百 分 点 。
CPI涨幅为何持续扩
大？下一步物价走势
如何？群众基本生活
如何保障？围绕这些
社会关心的热点问
题，记者采访了相关
人士。

“水果、蔬菜价格都降了，特别是前期
涨价很‘凶’的苹果、梨，都便宜了不少，就
是猪肉价格涨得有些高。”上海市民刘娟
告诉记者，最近家里吃鱼虾比较多，鲫鱼、
草鱼、带鱼价格一直比较平稳，猪肉价格
上涨后，相对来说牛羊肉、禽类的性价比
就更高了。

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涨跌，影响着老百
姓的消费选择。

如同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呈现的趋势，
10月份物价上涨中结构性因素拉动依然明
显。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5.5%，涨幅扩大
4.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3.05个百分
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涨幅回落0.1个
百分点，影响CPI上涨只有0.7个百分点。

在食品中，鲜菜价格下降10.2%，鲜果
价格由涨转降，下降 0.3%，两项合计影响
CPI下降约0.2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101.3%，影响 CPI 上涨约 2.43 个百分点，
占CPI同比总涨幅的近三分之二。牛肉、
羊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格涨幅在12.3%
至 21.4%之间，五项合计影响CPI上涨约
0.41个百分点。

记者近日在山东寿光采访了解到，10
月份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指
数环比跌幅为 6.8%，同比跌幅达 24.2%。
其中菜豆类、甘蓝类、叶菜类、根菜类等相
比上月价格下跌明显。“10月北方蔬菜长
势较好，供应相对充足，蔬菜价格呈现季
节性走低。”地利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

中心负责人隋玉美说。
在非食品中，10月医疗保健、教育文

化和娱乐、衣着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2.1%、
1.9%和1.2%，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49个
百分点。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3.5%，影响
CPI下降约 0.42个百分点；其中汽油和柴
油价格影响CPI下降约0.3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国家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
降费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上海市民徐琳
说，三四年前每月 5个G的数据套餐大约
200元，今年购买 10G流量套餐只要大约
100元，有促销活动的话会更便宜。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三大通信运营
商落实提速降费等要求，流量平均资费降
幅超过30%，降费约3000亿元。

受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
影响，猪肉价格明显上涨，成为一段时间
以来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山东淄博市华瑞源牧业有限公司目
前生猪存栏量约 5000余头。公司经理贾
继良说，近期生猪价格持续上涨，养殖户
积极性有所上升。

记者在各地采访时，不少养殖户表
示，当前生猪养殖利润丰厚，政府出台系
列政策支持规模化养殖，正是企业扩产能
的好时机。

11月 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落实好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继续多措并举恢复生猪生产，深入清理
各地不合理禁养规定，利用北方玉米丰收

等条件更好保障南方养猪大省饲料供应，
发挥好储备调节作用，促进禽肉、牛羊肉等
生产，确保市场供应，规范市场秩序，遏制
部分产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同时，各地
要全面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进口猪肉 132.6万吨，增加 43.6%；进口
牛肉 113.2万吨，增加 53.4%，均达到相对
较高的水平。

交通银行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说，近期
猪粮比价高达15，是盈亏平衡点的2.7倍，
将较大力度吸引生猪养殖积极性。下半
年以来国家多措并举稳定猪肉市场供给，
大批储备肉投入市场，加大猪肉进口，大

力度鼓励生猪养殖，将有助于促进猪肉供
需平衡。

“近期影响猪肉价格上涨的一个短期
因素是，受价格上涨驱动，商业母猪转能
繁母猪的规模扩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说，短
期内减少了商业母猪出栏量，对猪肉价格
形成支撑；但从更长一段时间看，经过一
定生养周期后，将增加生猪供应量，为增
加有效供给创造有利条件。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生猪养殖从引种
到出栏周期较长，供应全面恢复还有一段
时间。希望社会和百姓保持一定耐心，国
家、部门、各省区市都在积极行动，全力保
障生产恢复和肉品供给。

美国正式确认中国自产原料禽肉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

猪肉价格上涨占CPI同比总涨幅三分之二

不具备物价全面上涨的基础

多措并举稳定生猪供应

市场期盼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终于
迎来重大修订。11月8日，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常德鹏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证监会拟
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简称《主
板再融资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创业板再融资办
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简称《实施细则》）等再融资规则进行
修订，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调整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和锁定机制，这两项也
被认为是目前再融资市场最核心的制约。
修订后的规则放宽了再融资发行价格的折
扣率，并大幅缩短了持股锁定期，且不适用
减持规则的相关限制。

●修改涉及三大方面 创业板再融资
最受惠

证监会在《起草说明》中表示，为进一
步提高再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证监会拟按照注册制的理念，对现行再融
资规则中制定时间较早、不能适应市场发
展需要的部分规定进行调整，切实解决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支持上市公司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提高直接融
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总体来说，此次拟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精简发行条件，拓宽创业板再
融资服务覆盖面。包括：取消创业板公开发
行证券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高于 45%的
条件；取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连续2年
盈利的条件；将创业板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
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
一致由发行条件调整为信息披露要求。

二是优化非公开制度安排，支持上市
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会决
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为战略投资者
等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调整非公开
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将发行价格不
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的9折改为8折；将锁定期由现在的36
个月和 12 个月分别缩短至 18 个月和 6 个
月，且不适用减持规则的相关限制；将目前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对象数量由分别不超过 10名和 5名，统
一调整为不超过35名。

三是适当延长批文有效期，方便上市
公司选择发行窗口。将再融资批文有效期
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

●核心定价及锁定机制调整

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当属定价和锁定
机制，以及定价基准日的限制调整。

修改版的《主板再融资办法》和《创业
板再融资办法》调整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定
价和锁定机制，将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折
改为 8折；将锁定期由现在的 36个月和 12
个月分别缩短至 18个月和 6个月，且不适
用减持规则的限制。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和锁定机制与主板（中
小板）上市公司保持一致。

同时，《实施细则》第 7 条也进行了修
订，调整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
规定，即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期首日，但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
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为战略投资者等
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

证监会在《起草说明》中表示，本次修
订旨在提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调整再融
资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买卖双方充
分博弈，市场决定发行成败的良性局面，提
升再融资的便捷性。（据《上海证券报》）

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迎重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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