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通胀高企，我国上半年CPI仍保持平

稳运行。8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

月，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由上

月持平转为上涨0.5%。1-7月平均来看，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8%。不过，在

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带动

下，7月非食品CPI涨幅有所收窄。业内人士表

示，7月整体物价形势温和可控，但结构性通胀

压力仍在，后期食品价格存在一定涨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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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菜、猪肉是主因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环比上涨0.5%。其中，城市上涨0.4%，农村上

涨0.5%；食品价格上涨3%，非食品价格下降0.1%；

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0.3%。

鲜菜、猪肉是7月CPI上涨主要推动因素。7月食

品价格由上月下降1.6%转为上涨3%，影响CPI上涨

约0.53个百分点。

对此，消费者感受明显。“前不久还20元一盘的

菜，最近突然30元了；中午一顿便饭也从25元涨到

35元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周先生表示，最近

一段时间他感觉餐馆出售的菜品价格突然贵了。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解

读说，“受前期生猪产能去化效应逐步显现、部分养

殖户压栏惜售和消费需求恢复等因素影响，猪肉价

格上涨25.6%。同时，受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鲜

菜价格由上月下降9.2%转为上涨10.3%，涨幅高于

季节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猪肉、鲜菜价格上涨，好

在鲜果价格环比下降3.8%，对冲了部分食品涨幅”。

在温彬看来，7月CPI涨幅对冲还受到能源价格

影响。他表示，“7月国际油价受衰退交易影响持续

走低，我国6月末及7月两次成品油下调，推动CPI能

源类价格显著回落，为通胀降温，其中居住相关能

源环比下降0.1%，交通燃料环比下降3.3%”。

政策调控显效

从今年1-7月的平均数据来看，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8%。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这得益于政策调控。

“今年1-7月CPI涨幅被压制在了1.8%，政策调控占

很大原因。以猪肉为例，今年我国共开展了13轮猪

肉收储托市，收储量累计达51.8万吨。”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

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认为，今年1-7月1.8%的CPI

涨幅处于合理区间。“价格的变动首先还是应该从

价值原理来看，价值决定价格，供需影响价格。今年

上半年国际局势复杂和国内疫情反复，在一定程度

上都提高了生产成本。疫情期间配送难度加大也使

得部分地区、部分品类商品如生活必需品供需出现

失衡，物价短期出现波动。”

“核心CPI结构分项反映实体需求温和复苏。从

服务品看，暑期假日因素推动飞机票、宾馆住宿、交

通工具租赁费和旅游价格分别上涨6.1%、5%、4.3%

和3.5%。但其他服务价格表现温和，除家庭服务环

比上涨0.1%外，交通服务、邮递通信、教育服务、医

疗服务均环比持平。从耐用消费品看，家用器具、通

信工具分别环比上涨0.9%和1.7%，但交通工具环比

下降0.3%。房租价格环比上涨0.1%，结束了连续两

个月的环比下行，反映居住需求和商业活力回升。

整体看当前实体经济需求处在温和复苏阶段，但各

领域表现仍冷热不均。”温彬也给北京商报记者做

了补充说明。

在供需之外，王鹏认为，CPI上涨也和居民收入

的上涨息息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6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

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分城乡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003元，增长（以下如无

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3.6%，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87

元，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全年“3%”可控

对于我国CPI的下一阶段走势，业内专家普遍

持谨慎乐观态度。

“随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不断收紧，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陷入衰退交易，我国面对的外部通

胀压力减轻。”温彬称，“但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仍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的外部通胀压力仍不

能过于乐观。”

同时，我国通胀面对的内部压力也在上升，主要

体现在以食品价格为主的结构性通胀方面。“特别是

猪肉价格进入回升周期后，过去一年来对CPI的压

制作用已改变为抬升作用。随着夏季汛期的到来，鲜

菜价格回升后叠加猪肉的周期性上涨，食品价格存

在一定涨价压力。”温彬表示。

农牧企业新希望8月10日午间发布的公告同

样表明，猪肉产能正在正常释放，价格进入回升周

期。不过，近来国家发改委已提醒相关企业保持正

常出栏节奏、避免盲目压栏，随着淡季将至，短期

猪肉上涨动力将回落，食品价格的上涨表现仍将

比较温和。

“外部环境虽然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但在宏

观调控等诸多举措下，今年CPI的政策目标控制在

3%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宋清辉分析称，“展

望后市，下半年CPI走势或将呈现出温和态势，但受

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半年

CPI存在大幅上涨的基础。未来，应多管齐下，例如

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等，这些都是有利于CPI总体

稳定的保供稳价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陆珊珊

核酸检测又出荒唐事。8月9日下午，网传截图显示，山东省临

沂市临沭县发布全员核酸检测“大比武”活动的通告，要求于10日

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并随机抽取1个社区和1个村庄设定

为中风险区。

临时演练对低风险地区究竟有无必要？大规模检测是否给当

地百姓增加了额外负担？说来就来的核酸“大比武”在网络上引来

一片骂声。一些网友辛辣点评，没有场景创造场景也要做核酸？

次日，该通告被删除。临沂当地工作人员回应称，此前临沂疫

情暴露出的问题很多，演练可以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把核

酸检测现场感染率降到最低。

近段时间，不少地方疫情形势又呈现反弹的态势，尤其是旅

游景区的防范成为重中之重。强化核酸检测效率无可厚非，但演

练比武的方法未免过于简单粗暴。

“全员核酸检测”“随机抽取中风险”和“大比武”几个词搭配

起来，给民众的第一感觉实在太荒谬、太过违和了，让人无法逻辑

自洽。额外增加一次大比武，除了再折腾一次民众，看不到什么意

义和必要性。

为提升核酸检测的速度和效率相关部门可以进行针对性训

练，从各个环节着手，以不打扰民众生活为基本原则，想办法通过

科学的手段省出时间，方便百姓。而不是搞全员参与，用老百姓的

时间“配合”相关部门提升效率。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走到基层，仍有“断层”。面对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一线的基层政府定要科学施策。

无论是中高风险区划定还是全员核酸，都是疫情防控期间的重

大决策，将牵涉社会面如此之广的大事随意“演练”，务必慎之又慎。

在防止疫情扩散与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经

不起推敲的荒唐做法时有发生。只顾前者忽视了后者，码上加码、

层层加码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度防控、“非必要”动作成为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的阻力和壁垒。

疫情防控近三年，大部分民众形成了积极配合防疫的自觉

性，同时还经受着日常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从抗疫实践经验

看，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才是最有效果、代价最小的防控。

防疫也应探索灵活应变，减轻企业和百姓负担。因应疫情形

势的变化，在科学防控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负担、缩小非常态

的限制，让人们的生活保持本来的样子，让社会、经济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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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再发声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商务部门将认真组织做好

市场巡查和监测，全面了解市场动态，掌握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

移交违法违规行为线索。

其中，市场监管部门将以生产企业、高端

酒店饭店、电商平台为重点开展监管，发现违

法违规行为，一律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信

息依法依规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

“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予以公示。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加

强月饼行业监管，从月饼的生产销售、价格、

包装、馅料使用等方面提出监管要求，重点监

管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要求企业不得

使用贵金属、红木等包装月饼等。

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工信部发布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食品和化妆品》第1号修

改单，对月饼和粽子包装层数再次进行了最

多不超过三层的规定，第1号修改单将于8月

15日正式实施。

其实，早在2005年7月4日，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关

于规范月饼价格、质量、包装和搭售行为的公

告》制止“天价”月饼等不良现象，并明确，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进行处罚。

此前，每年中秋月饼市场都存在不少畸

形价格现象。例如，2003年中秋节曾有标价31

万元的“中秋月饼加住房”，2004年中秋节曾

有卖价18万元、内含一件纯金金佛的月饼礼

盒。此外，采用古色古香的木盒、做工精细的

竹篮和精致美观的绸缎盒包装，内有高档洋

酒、葡萄酒、酒杯和高档茶叶，以及镀金刀叉

等物品的高档月饼礼盒也不少见，这些月饼

动辄即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多年的“严打”，有效遏制了月饼市场乱

象，保障了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去年，多地开展了“高价月饼”突击专项

检查，虽然大多数地区均未发现违法违规现

象，但仍有少部分违规现象。其中，山西省太

原市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检查发现高

端酒店、大型饭店、大型商超等企业存在相关

问题，并采取了下架封存、抽样送检等措施。

“近年来我国月饼产业呈现出产品多样

化、企业规模化、产业集约化、管理科学化的

发展态势，月饼质量安全总体水平稳定向好，

2021年全国月饼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99%。

但月饼质量安全风险仍不容忽视。”市场监管

总局食品生产司司长马纯良此前表示。

监管+务实“逼退”天价月饼

当下，月饼销售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的

月饼市场价格如何？

北京商报记者以500元为最低价格在京

东、淘宝等各平台筛选搜索发现，价格在500

元以上的月饼礼盒均为多盒装，平均计算下

来其单盒价格均在500元以内。比较热销的北

京稻香村、香巴克等月饼礼盒，价格也均在

500元以下。

对于容易出现“天价”月饼现象的酒店，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3家豪华型酒

店和3家五星级酒店，其中最贵的为2家五星

级酒店的月饼礼盒，价格398元，含混合口味

月饼12个，其余酒店的月饼礼盒价格均在

128-398元之间。

国家发改委发文提出将对单价超过500

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但并未完全禁

止其生产与售卖，为何“天价”月饼从各大酒

店消失了，且平价月饼越来越多？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以及监管是重要原

因。”一家五星级酒店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而且有一些酒店里的月饼，是从

超市里花几十元买回来，贴上酒店的标签之

后再以几百块的价格卖出去，就算是酒店自

己的餐厅制作，单盒月饼的成本也就在

30-40元之间，利润空间已经很大了。”

“没人买高价月饼，就没人卖高价月饼

了，酒店变得更加务实了。”另一家五星级酒

店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直言，近两年

商旅市场受疫情影响“日子并不太好过”，这

也影响了月饼销售的整体情况，价格和销量

都呈现下降走势。“为提振销量，一些酒店会

采取多种礼盒搭配的方式，还有一些酒店甚

至推出平价月饼，面向散客销售。”

“这也说明了月饼市场更加成熟，普通消

费者消费更理性，这也推动了月饼回归到食品

的本源，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业

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进行了分析，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手工月饼和文创月饼。”

“天价”月饼淡出市场，高端客户需求如何

对位？“以前，月饼‘高端’与否往往与价格联系

在一起，但现在随着月饼市场健康度的不断提

升，与高端联系更紧密的是个性化与文化内

涵。”据上述业内人士观察，这与中国人不断提

升文化自信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部分高端

客户在口味和食材之外，最看重的是月饼品牌

的厚重以及其产品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奇葩”月饼悄然风行

在采访调查中，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

面对大众消费市场以及细分消费领域，不少

“奇葩”月饼逐渐入市风行。

北京商报记者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后

发现，目前存在螺蛳粉月饼、小龙虾月饼及

榨菜月饼等非常规口味的月饼。其中，某单

盒价格45.99元的榨菜月饼的月销量已经超

过2000盒。

月饼商家另辟蹊径，不断制造“黑暗料

理”月饼，并一度受到消费者追捧。数据显示，

2020年，在淘宝平台上，螺蛳粉月饼搜索量大

涨700%，而韭菜月饼上涨170%，榴莲月饼也

上涨30%。同时，2020年，“螺蛳粉终于对月饼

下手”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并累积了3.4万讨论

量和3.1亿阅读量。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月饼的消费者多为

“90后”群体。据艾媒咨询8月5日发布的《2022

年中国中秋月饼礼盒消费者需求研究报告》

显示，新式口味是“Z世代”（1995年至2009年

出生的一代人）群体购买月饼的第一选择，占

比为76.5%。

“这一群体有强烈的个性化需求，思想也

更新潮，所以月饼企业推出的‘奇特’产品及

新元素，更容易受到该群体的追捧。”上述业

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但长期来看，

传统口味的月饼销售更为稳定，也会持续受

到消费者欢迎。”

中焙糖协8月8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月

饼行业发展趋势》（以下简称《发展趋势》）预

计，今年中秋月饼供应预售期更长，销售渠道

更多元，线上销售比例进一步扩大，产品品类

更加丰富、口味更加多样，广式、苏式、京式月

饼产品仍将占主要地位，但主打地方特色、新

奇口味、国潮时尚和营养健康理念的产品占

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2016-2021年，中国月饼礼盒

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预计2022年中国月饼

礼盒销售额将达到188.7亿元，同比增长

11.8%。随着消费者饮食升级，对月饼的口味

需求多元化，以及节日送礼需求激增，预计

2025年月饼礼盒市场规模将达247亿元。

《发展趋势》称，月饼包装形式将以简约

适度、多种口味产品组合的礼盒装为主，彰显

个性、结合特色、形状各异、设计感强、IP联名

等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的包装及产品仍

将受到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冉黎黎/文 陈伟/摄

距离今年中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月饼的销售

大幕已然徐徐拉开。在这个时间节点，8月10日，国

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将会同工信部、

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强化

信息共享，共同抓好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

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落实，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天价”月饼已是老生常谈，此前频频出现，尤

其易在高端酒店、高端餐厅销售。为此，北京商报记

者对商超、酒店以及线上销售平台进行调查后发

现，在政府部门加强对月饼行业监管以及行业自身

趋向务实的双重作用下，“天价”月饼已鲜有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奇葩”月饼正悄然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