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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多次出手 大宗商品急刹车
相关部门再度出手解决大宗商品涨价问题。5月25日，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日出台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

做好价格异动应对

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做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应对。目前经过

深化价格机制改革

今年以来，受国际传导等多重因素影响，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些品种价格
连创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5月中
旬无缝钢管等黑色金属、液化天然气、煤炭等
大宗商品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其中无烟
煤涨幅达17.5%。对此，《行动方案》提到，要做
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应
对，及时提出综合调控措施建议，强化市场预
期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浙江宁波考察期间也指 出 ，
“我们会想方设法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
价工作，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既要适当储
备、进行调控，又要打击囤积居奇，以支
持企业应对成本上升等经营困难，努力防
止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避免影响人民群
众生活”。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输入型因素，
即以铜、石油等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上涨
带来的国际传导因素，这些产品的定价权不
在国内，其上涨主要源于全球需求复苏加速
和新兴经济体供给尚未完全修复带来的供
需不匹配，以及疫情期间释放的天量流动性
引发的通胀预期。此外是国内因素，今年以
来，国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之下加大
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理，导致钢铁、煤炭
价格上涨。

监管层多次出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已现回调态势，5月12日之后，大宗商品快速“红翻绿”。在专家看来，接下来最关

一系列部署预示着大宗商品价格降温在
即，除做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
异动应对外，国家发改委此次发布的《行动方
案》进一步明确，将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健
全重点商品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加强粮油肉
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坚持并
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棉花目
标价格政策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时期，我国保供稳价
成效显著，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不
断完善，经受住了新冠肺炎和非洲猪瘟疫
情的冲击和考验。《行动方案》对“十四五”
时期价格机制改革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加
快补齐短板，以重要民生商品、大宗商品为
重点，健全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完善调控工
具箱，强化政策配套，提升保供稳价能力和
水平。
“这些举措主要是强化预期管理，防止企
业在涨价预期下加大备货、积极补库导致价
格进一步上涨，预期自我实现。”王静文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这些举措有一定的可行
性。除此之外，还可考虑引导人民币适度升
值，以适当抵消进口价格效应。”
据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分析，目前经济
继续呈现“外需旺、内需稳”的态势不变。本
周，螺纹钢、焦炭、动力煤等大宗商品均出
现较大幅度回调，预计这一类以国内定价
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高点可能已经到来，
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将缓解PPI持续上
行的趋势性压力，PPI年内同比增速高点预计
在今年5-6月。

多方联手抑制市场过热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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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已经连续两次聚焦相关问题，其中在5月12
日要求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做
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
其连带影响。5月19日国常会再度强调，要高
度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民消
费价格传导。
在王静文看来，大宗商品稳价的关键是
保供。国常会也针对“保障大宗商品供给”部
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落实钢铁关税调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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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等前期出台政策，优先保障国内供给；
督促重点煤炭企业增产增供；增加风电、光
伏、水电、核电等新能源出力；加强大宗商品
进出口和储备调节。
紧接着，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声
明，有关监管部门将密切跟踪监测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加强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市
场联动监管，对违法行为“零容忍”，持续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
作，坚决依法严厉查处达成实施垄断协议、

散播虚假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
行为。
在相关部门一次次表态并出台应对措施
的同时，近期，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
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
也先后多次发布公告，对部分价格上涨过快
的品种相关期货合约采取提高交易保证金标
准、提高交易手续费标准、扩大涨跌停板幅度
等临时监管措施，加强市场引导，抑制市场交
投过热。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高科技占比近半 北京100个重大项目开工
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区”和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项目共安排47个、总投资415亿
新中心、“
两区”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和高精
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占比均近五成。
尖产业项目。在本次集中开工的100个项目中，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区”和全球数
为激发“产业+园区”新活力，助力“两
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占比均近五成。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区”建设，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亦庄
和大兴围绕“三个片区、七个组团”功能定位，
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带动全市加快取得科技创新新突破，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加强政策清单、空间资源清单和目标企业清
供应链“
三链联动”，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单管理，通过“一库四机制”做法，引进了一批
标志性、引领性、首创性项目。
例如，海淀组团高标准启动中关村论
坛永久会址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昌平组团
路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实创医谷、永 重点推进生命科学园建设，加快建设中关
丰大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怀柔科学城将 村生命科学园研究型国际医疗产业转化
“
高精尖”制造项目加速
签约落户德勤大学项目，开工建设机械研究 平台；朝阳组团深入实施CBD国际化提升
随着二季度建设黄金期到来，一批“高 总院怀柔科技创新基地等。
三年行动计划，民生银行大厦开工建设，
精尖”制造项目建设加速。进入北京经济技
值得一提的是，江丰集团在北京排局布 加快推进核心区北区泰康、阳光项目将实
术开发区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放眼望去是一 阵，加大基础靶材等原材料供给的同时，其下 现年内竣工验收；顺义组团聚焦航空服务、
块20195.2平方米的施工现场。据江丰溅射 游合作商之一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商务会展、数字贸易等领域落地一批重大
靶材及溅射设备关键部件产业化项目现场 司的业务范围也在同步扩围。据京东方项目 项目，积极打造具有服务贸易特色的综合
负责人介绍，目前，现场自来水、雨污水管道 建设负责人韩晓伟介绍，目前，京东方智慧医 保税区等。
接通；地基图纸已完成，从基坑建设进入打 工事业总部核心能力基地项目于去年5月开
北京为下好新基建“先手棋”，加快释
桩环节。
工，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放数字经济新活力，还将大力发展数字经
据介绍，溅射靶材是集成电路装配的重 2022年9月将投入使用。
济，加紧布局5G、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
要基础原材料。至2022年底项目完成后，厂
“投用后，患者个人数据将同步上传系 施。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披露，将建成5G
内溅射靶材及溅射设备关键部件将进入产业 统，医院内部不论是诊疗、服务、管理还是 基站1021个，到年底共新增6000个；集中力
化生产阶段，未来将供给中芯国际，用于半导 推广等操作都可以实现数字化。”韩晓伟介 量建设“星谷”，在中关村壹号和星谷创新
体、显示面板等装配。“目前，我们提供的基础 绍道。
园开展试点，促进卫星与互联网、大数据、
零部件基本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靶材精度最
人工智能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启动北京
高可实现5纳米。”
三“子”项目数占比近半
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建设，出台《北京市支持
前述负责人表示，此次项目系江丰集团
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商业
落地北京的首个生产厂房。在此之前，其在湖
拥有90余所大学、1000余所科研院所 航天产业基地揭牌，先期将开发建设600
南益阳、广东惠州等地均已建厂，供给客户包 及3万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北京资源 亩核心起步区。
括中芯国际、京东方等。“此次在京建厂也是 禀赋得天独厚。“ 十四五”开局，市发改委表
据了解，在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
考虑到方便为更多大客户提供靶材，就近配 示，全市将持续实施一批引领性、标志性重 中，将原有的高精尖产业领域拓展为科技创
套。”
大项目，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 新及高精尖产业领域，围绕重大科技设施平
实际上，前述项目仅是本轮开工建设的 建设、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京津 台集群、科技创新空间资源、服务业扩大开
攻关项目之一。在经开区，还有中芯京城等一 冀协同发展的“五子”联动新发展格局提供 放、数字经济新基建等领域组织实施100个
批集成电路重点项目也于同期开工建设，京 有力支撑。
重大项目、总投资3138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东战略合作伙伴大厦等项目签约落地，通用
值得一提的是，从开工项目领域来看，国 投资470亿元，1-4月完成投资148亿元，完成
软硬件攻关适配中心正式投用。
际科创中心、“两区”建设及加快释放数字经 全年计划的31.5%、高于全市重点工程项目
此外，为了强化“三城一区”主平台作用， 济新活力充分利用地缘禀赋，实现抢先发力。 平均进度5.2个百分点。
中关村科学城将推进北京协同创新园、学院 据统计，在本次集中开工的100个项目中，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5月2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北京聚焦国际科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