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11日，沪深指数小幅上涨，但
创业板指数微幅收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06.60 点
低开，全天窄幅震荡，最终收报
3441.8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3.86
点，涨幅为 0.40%。

深证成指收报 13966.79 点，

涨 48.82 点，涨幅为 0.35%。创业板
指数跌 0.01%，收盘报 2921.34
点。

科创 50 指数涨 0.29%，收盘
报 1258.11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约
25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约 60 只个股涨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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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铜价很坚挺。随
着美联储向市场频传维持宽松

政策信号，同时淡化通胀压力，
投资者似乎相信美联储的政策

指引还是继续宽松， 美元及美
债收益率高位回落， 令铜价更
是易涨难跌。

机构从产业基本面分析认

为，截至 4 月 30 日，SMM 进口
铜精矿指数报 32.48 美元/吨 ，
较此前一周上涨 2.28 美元/吨，
涨幅扩大， 因 5 月和 6 月冶炼
厂进入集中检修期， 铜精矿库
存令冶炼厂增加底气， 且年内
新扩建铜矿项目大多按部就班

的推进， 致使 4 月整体实际成
交前热后冷。 铜矿产量修复不
及预期，智利四月铜产量下滑，
矿企一季度产量恢复较慢，铜
精矿的供给偏紧情况依然存

在，供给对价格的支撑仍在。废
铜的需求状况较好， 高精废价
差延续废铜供需偏紧的格局，
在加工端对于消费形成一定替

代效应。
目前 LME 铜价已经突破

1 万美元/吨大关；LME 铝价也
逼近 2500 美元/吨，SHFE 铝价
则近 2 万/吨， 为 2008 年以来
的新高。而国内供给较为充足，
国内进入传统旺季后仍旧保持

贴水状态， 需求恢复没有很强
的驱动效应， 五月将有望进一
步确认国内精铜库存拐点，下
游将因为终端景气而被动接受

高铜价维持生产， 铜价在需求
旺季和海外供给紧张的格局下

难出现明显下跌。
“通过逻辑分析和数理统

计可以发现，国内铜价，包括铝
价等有色金属期现价差往往存

在一定的季节性规律， 在排除

金融危机时的异常大起大落

后，若从历史上按季度来分，铜
铝期现价差通常会在一季度会

出现相对低位， 二季度有相对
高位， 三四季度则处于强弱调
整阶段；若按月份来看，期现价
差往往在 2-5 月份是上升阶
段，5-7 月份走弱，8-10 月份相
对持坚挺，11 至隔年 1 月再次
走弱， 这种规律其实既有铜市
传统淡旺季的因素主导， 也有
宏观数据、 年度重量级事件和
长假期推动， 具有一定的价差
回归的普遍意义。 ”郁教授对期
货有研究， 他从期货的角度看
部分有色概念股的走势， 觉得
受政策影响是一方面， 有色走
势本身也有一定规律性。

“但是针对大宗商品市场
火爆， 几大商品交易所紧急公
告提示风险， 还调整了涨跌幅
限制和保证金标准， 所以今天
受其影响， 包括铜价在内的有
色、钢铁、煤炭股纷纷下挫。 ”劳
七桃道。 他担心周期股可能会
调整一段时间。

“周期股受全球货币宽松
影响只是一个方面， 碳达峰和
碳中和这一国策对有色行业的

影响才是长远的。 所以这个题
材不会马上消失。 ”高智说。 他
认为周期股回落就是机会。

“我昨天继续买进煤炭、有
色和钢铁股。 ”华风对好运营业
部工作室的朋友们微微一笑 ，
表示自己在这三大板块上各买

了 1 万股。 只要今天有反弹，他
就能赚不少， 他始终相信买上
升通道里的股票容易做出差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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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美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上海浦东南路 2370 弄 3 号
302 室房屋租赁证及上海市非
居住租赁合同，特此声明。

湖畔名邸电梯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叁
佰万，B 级或以上资质，有三菱电
梯维保合作。 领标书时间：5 月 12
日至 5 月 14 日，地址：长乐路 989
号 208，54043388-665，黄先生。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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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关于理赔办理公告

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 报案时
间在 2019年 5月 11日前， 车险
或财产险或意健险至今仍未办理
索赔的客户， 请您在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提供或邮寄相关资料来
我司申请理赔。逾期未办理的。我
司将按照《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处理。 咨询电话：9551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特此公告

2021年 5 月 12 日

尊敬的平安车险、财产险及意健险客户：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0.9%。
“据测算，在 4 月份 0.9%的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
响约为 0.1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
约为 0.8 个百分点，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说。

4月份，国内消费需求继续恢
复，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发改委
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丽岩说，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居民消费恢复势头良好。

具体来看，4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 0.7%，降幅与上月相同。食
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21.4%，降幅比
上月扩大 3.0 个百分点；鸡肉和鸭
肉价格分别下降 8.0%和 2.0%，降
幅均收窄 0.6 个百分点；淡水鱼、羊
肉和牛肉价格分别上涨 26.4%、
9.4%和 4.1%，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
格分别上涨 8.6%和 8.4%，涨幅均
有扩大。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涨幅比
上月扩大0.6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
飞机票、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6.9%、20.1%和 21.9%，文化娱乐

服务和教育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2%和 2.0%，文娱耐用消费品和大
型家用器具价格分别上涨 1.0%和
0.1%。

从环比看，4 月份，CPI 环比下
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4%，降
幅收窄 1.2 个百分点。董莉娟分析，
随着生猪生产持续恢复，加之消费
需求有所回落，猪肉价格继续下降
11.0%。非食品中，疫情防控形势较

好叠加节日因素影响，居民出行大
幅增加，飞机票、旅行社收费、交通
工具租赁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
涨 21.6%、5.3%、4.3%和 3.9%。
随着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看到，消费者选购肉、蛋、蔬菜等农
副产品。据农产品批发市场有关负
责人介绍，当前，鸡肉、鸭肉、水产品
和蔬菜消费旺盛，市场备货充足。

4月CPI上涨0.9%
居民消费势头良好

沪深指数小幅上涨 创业板微幅收跌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郭丽岩分析 ， 从后期走势
看，我国国民经济循环加快 ，经济
增长稳中加固，居民消费领域商品
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特别是粮食
供应充裕、猪肉价格随着生猪生产
恢复逐渐回归正常水平，CPI 保持
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4 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 6.8%，涨幅比上月
扩大 2.4 个百分点。董莉娟分析，受
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主要
行业价格涨幅均有所扩大，其中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85.8%，扩
大 62.1 个百分点。

郭丽岩表示，受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传导以及去年同期低基数等

因素影响，近几个月 PPI 涨幅还可
能进一步扩大，二季度可能出现全
年高点。 但随着价格信号对原材料
生产流通的引导作用释放，国家有
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场供

应、稳定市场秩序，上下游供需会
进一步匹配，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
回归供求基本面，预计全年 PPI 呈
“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下半年
将有所回落。

/视觉中国2018年以来 CPI、PPI 走势曲线图

随着消费持续升温，物价是否会继续走高？

[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