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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元旦以后，随着猪肉价格节
节攀升，A股市场相关概念股涨
幅可观。

近日，猪肉概念股大都涨幅
不错。1月8日，猪肉概念板块以
3.13%的涨幅位居领涨板块前列，
其中，牧原股份（002714）涨停，傲
农 生 物（603363）、温 氏 股 份
（300498）涨幅均超过6%。9日，
牧原股份以59.61元收盘，再次小
幅上涨；海大集团涨幅3.76%，以
22.93元收盘；傲农生物继续小幅
上升，以18.57元收盘。

1月 8日晚间，温氏股份率先
发布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实现净利润 66亿元~70亿元，同
比下降40.63%~44.02%。养猪业
务上，商品肉猪销量同比增长
11.18%，销售均重同比增加 7.31
斤/头，但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
影响，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8.59%，
商品肉猪盈利水平同比下降。9
日，温氏股份股票随即下跌1%。

另据证券时报消息，安信证
券预测 2018 年“猪周期”大通道
向下，生猪均价预计运行区间12~
16元/公斤。2月春节前在每公斤
15元附近高位震荡，2~4月季节
性下降10%~20%，4~9月季节性
上涨10%~20%，9月后回落。

肉价走高
推动猪肉概念股普涨

滴滴在渝上线租车业务
最低59元可租一天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2017年我国CPI上涨1.6% 食品价格15年来首降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12月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8％ ，全 年 CPI 比 上 年 上 涨
1.6％。食品价格下降和服务价格
小幅走高，是去年物价温和上行的
主要原因。2018 年物价走势如
何？此间专家进行了“会诊”。

CPI连续9个月处于“1”时代

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份 CPI
同比上涨1.8％，环比上涨0.3％。
全年来看，CPI同比涨幅连续9个
月徘徊于“1”时代。

去年12月份，从环比看，随着
天气转冷，鲜活食品价格明显上
涨。鲜果和鸡蛋延续上月涨势，涨

幅均超过5％，猪肉、水产品和鲜
菜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涨幅
均在1％左右，五项合计影响CPI
上涨约 0.19 个百分点，是影响当
月物价环比变动的主要原因。

CPI 同比变动则主要受到服
务价格上涨拉动：去年12月份医
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分别上涨6.6％、2.8％和2.1％，
合计影响CPI上涨1.37个百分点，
占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程度的七
成以上。

从全年看，2017年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6％，比上
年的 2.0％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
国庆分析，去年食品价格下降
1.4％，是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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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升级推升服务价格

在业内人士看来，服务价格小
幅上升，既是影响去年物价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折射相关供给增加以
及居民需求升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分析，八大类商品服务中，去年涨
幅最大的是医疗保健，上涨了
6％。一方面，我国正在推行医疗
改革过程中，短期内部分药品价格
有所上涨；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
平提升，百姓对身心健康更为重
视，扩大的需求也推动了服务价格

的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
健支出增长13.2％，其中，人均报
销医疗费增长14.1％。

此外，家庭服务、教育、旅游等
服务业价格涨幅相对较高。携程
旅行网反馈，去年预订中高端旅游
产品游客增多，体现百姓不断增长
的休闲需求，这也倒逼业者增加优
质供给。

2018年通胀水平总体温和

从近期来看，受春节临近及寒
冷天气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食品价
格将有所上涨从而推升 CPI 涨
幅。从中长期来看，在国内需求平

稳、货币政策稳健的大背景下，
2018年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山东滨州中玉食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宋民松表示，近期由于各
地雨雪天气影响运输，加之临近春
节百姓购置年货需求增加，生猪和
蔬菜价格在节前或有小幅上涨。

而从中长期看，交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连平等专家认为，国内工
业品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可能会向
下传导；居民收入增长意味着劳动
力成本有所上升，需求升级带动相
关商品服务价格提升等，这些因素
或成为推升物价水平的动力。

不过，多位专家预计，在较低
基数的基础上，2018年物价涨幅
预计较2017年将有所扩大，但通
胀水平总体温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韦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重庆商报讯 好好的一张存单，莫
名其妙被变成了保险产品；在朋友圈里，
大肆炒作产品停售的虚假信息，抓住客
户心理趁机促销……新年伊始，在保险
业“开门红”促销中，一些消费者遭遇购
买困扰。1月 10日，记者从重庆保监局
了解到，按照保监会发布通知，目前我市
正在起草制定执行方案，组织开展治理
人身保险销售乱象打击非法经营专项行
动。

销售乱象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
重点之一，将重点整治保险公司、保险
中介机构和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将保险
产品混同为银行存款或理财产品进行
销售、“存单变保单”，将保险产品与存
款、国债、基金、信托等进行片面比较
或承诺、夸大收益等问题。重点整治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或其他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名
义和形式给予或承诺给予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
保费回扣或其他利益等问题。严厉打
击保险销售从业人员通过短信、微信、
朋友圈等制造传播虚假信息进行销售
误导，通过歪曲监管政策、炒作产品停
售等方式进行产品促销，以捏造、散布
虚假事实等方式诋毁同业商誉等违法
违规行为。

“每年一季度的保费收入可达到全
年的 40%~50%。”重庆保监局人士介
绍，目前正逢保险公司“开门红”产品销
售高峰期，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目前正在起草制定具体的执行方
案，预计春节前后将组织各人身保险公
司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按照保监会的
要求，对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整改落实
到位的公司，可以减轻或免予处理；对
自查发现问题但整改不到位的公司，应
当依法进行处理，督促其落实整改要
求；对自查自纠走过场、不真查实改以
及迟报、瞒报违法违规问题的保险公司
和保险中介机构，则从严从重进行处
罚，采取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吊销业
务许可证等处罚措施。

紧盯保险业“开门红”
重庆保监局将整治销售乱象

据了解，生猪生产具有周期
较长、途中难改变的特性，导致
我国商品猪价格周期性波动，2~
3年约为一个波动周期。其循环
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猪
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
—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
——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
涨。

从2015年 3月末开始，生猪
市场结束了长达两年的低迷之
后，“二师兄”摇身一变，直飞冲
天，猪肉价格一度突破每公斤20
元。进入 2017 年，猪肉价格一
度下跌，跌幅超过30%。

按市场规律，经历了 2015
年、2016 年的黄金期，2017 年、
2018年正好处于肉价下跌阶段，
但刚进入1月，“二师兄”就起飞
了，价格突破15元/公斤，究竟是
什么原因？

重庆忠县养猪大户汪冠军
表示，首先是春节前后大家制作
香肠、腊肉导致需求增加，其次
突如其来的严寒天气，可能助推
猪肉涨价，特别是北方地区，由
于南方下雪，猪肉很难运过去，
涨幅应该大一点，还有就是去年
饲料等涨价，养猪成本上涨，一
定程度影响了猪肉价格。

重庆商报讯 重庆租车市场再添一
员悍将。1月 10日，滴滴出行租车自驾
业务悄然在重庆上线，在其APP功能一
栏，用户可轻松进入，并在线预约租车。
滴滴公司负责人表示，为了满足更多自
驾用户和本地用户商务、假日出行的租
车需要，滴滴推出了这一业务。

记者看到，滴滴上线的租车业务车
辆主要是以轿车为主，最低59元便可租
一天，跟神州租车等平台的价格相比，也
相当具有竞争力。

与传统租车公司不同的是，滴滴租车
“全程线上化操作”，将用户租车的预订、
支付、订单修改、费用结算及评价反馈等
环节均放到线上，免去了繁琐的线下租车
流程，更直观化地看到价格，在线支付，服
务点直提，让出发更加方便快捷。

据了解，滴滴在重庆推出的租车业
务，平台并不拥有车辆，采用了与本地服
务提供商合作，提升他们车辆的运营效
率。业务将采用整日租的方式，为重庆
用户提供经济型、商务型等多种车辆，价
格因服务时间而不同。以经济型轿车为
例，其工作日的日租金低至 59元，节假
日略高。目前新开城85折特惠，用户可
以在滴滴出行APP—自驾租车领取。

重庆商报讯 城市生活污水
能清洁再生，循环利用；嘉陵江不
仅可观景行船，还能为居民集中供
暖。1月 10日，重庆中节能悦来
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节能
悦来能源公司”）成立活动在重庆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标志
着重庆首个面向住宅用户为主的
集中供冷供热工程落户两江新区。

项目拟投资6.5亿元

中节能悦来能源公司由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公司、重庆悦来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三大集团联合组建。据
悉，中节能悦来能源公司拟投资
6.5亿元，在悦来生态城集中建设

3个能源中心和近27公里的供能
配套管网，辐射整个悦来生态城
3.44平方公里。2018年，公司将
先期建设2个绿色可再生能源中
心，首批供能面积约50万平方米。

项目将充分利用嘉陵江水、城
市污水作为主要冷热源，利用水源
热泵技术、分布式能源等技术组
合，将水源蕴含的冷热能量转化为
实际需求的温度后，进而送达区域
建筑内，为用户以中央空调形式供
冷送热，成为环保节能型“南方暖
气”。从而打造重庆首个可再生能
源集中供能生态绿色项目。

每年相当于多种150万棵树

据悉，项目建成后，运行效率
要高出其他空调技术20%~60%，
运行成本仅为普通空调系统的

70%。整体而言，区域集中供能可
比用户自建空调系统降低投资
40%以上，并为用户降低 15%~
30%的使用成本。“这意味着能每
年节省1.1万吨煤，减少碳排放2.8
万吨，相当于多种了150万棵树。”

明后年达到全面供能条件

悦来投资集团所属子公司重
庆悦来兴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梁介绍，按照规划，今
年将完成悦来生态城一期供能工
程，年底将为首期入住用户供能，
明后年二、三期将完成，达到全面
供能条件，为悦来生态城 311 万
平方米建筑提供冷暖公共配套。

悦来投资集团董事长王菊梦
表示，中节能悦来能源公司的成
立，是进一步推动悦来生态城建

设，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有效降低
热岛效应，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
的重要举措。据悉，下一步，中节
能悦来能源公司将不断扩展区域

能源市场，充分应用技术、品牌、
资源和资金优势，推动南方能源
供应的广泛应用，拓展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市场。

嘉陵江水做“空调”投资6.5亿悦来生态城将集中供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成立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昨日，天猫与
菜鸟宣布，即日起联合物流伙伴
和商家推出基于门店发货的“定
时达”服务。消费者网购下单时，
可以选择从就近的实体门店送
货，最快2小时可以送达，还可以
预约特定时段送货。

这是继盒马鲜生30分钟达、
天猫超市生鲜 1小时达之后，阿
里新零售基于线上线下融合推出

的又一项极速物流服务。即时物
流正在成为新零售的标配。

线下门店变身“前置仓”

据了解，如果线下门店有库
存可以发货，“定时达”系统将在
网购支付前的页面上显示“定时
达”字样。网友点击后，可以选择
不同的时段送货上门。最快的可
选时段就在下单后的 2小时，这
意味着门店发货最快2小时就可

以送到。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
的商品不仅可以由专属的电商仓
库发出，还可以灵活地从附近门
店发货，商家位于线下的门店将
成为一个个放在消费者身边的

“前置仓”，既能满足消费者的极
速、精准等配送需求，又能帮助商
家降低仓储成本，更智能地运营
供应链。

菜鸟的合作伙伴“点我达”预
计将投入数万名快递员，专门用
于门店发货的即时递送。

实体店将成配送支点

阿里巴巴全面启动新零售以
来，已经在物流领域推出多项创
新服务。在传统的物流模式里，
行业内能做到当日达、次日达已
经是非常快了。但是随着盒马鲜
生推出3公里内30分钟送达，天
猫超市生鲜推出 1小时送达，天
猫基于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物流
异军突起，换道超车实现了消费
者体验的大幅改善。

这次，天猫和菜鸟更进一步
把即时物流拓展到了天猫商家的
旗舰店，这意味着即时物流不再
局限于生鲜这个垂直门类，未来
可以全面服务天猫商家。

“新零售下，线下实体店会进
一步形成3公里距离内的供求体
系，很多货并不需要纯电商的仓库
里发货，可以从离消费者最近的实
体店发货，这些实体店会变成未来
的物流配送的重要支点。”菜鸟门
店发货项目负责人李望中表示。

天猫菜鸟推“定时达”服务 网购最快2小时送货上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2018年1月9日全国生猪价格部分行情

连涨9天“二师兄”贵了
养殖户为何高兴不起来

据悉，去年多项饲料原料上
涨，维生素涨幅最高达到43.14%，
鱼粉紧追其后，涨了 34.58%。9
种饲料原料中，7种上涨，仅乳清
粉、蛋氨酸有少许下降。原料价
格的上涨直接导致饲料涨价，从9
月开始，大北农、嘉吉、正邦、金新
农等等，从预混料、浓缩料到配合
料，饲料企业价格几乎全线上涨。

饲养了 500头猪的重庆巫山
县养殖户谭开宝称，饲养成本的
不断增加，给这一年的养殖收益
蒙上了阴影。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饲料价格每包涨了2元，每头
猪吃饲料就多花 200 元，成本都
超过6元/斤了，而去年6、7、8月
生猪收购价5.8元到6元/斤，亏了

几十万。
重庆忠县养猪大户汪冠军介

绍，2016 年生猪价格最高 11 元/
斤，眼下只能卖到8块多，一头猪
少卖四五千元，加之2017年上半
年行情不好，企业长期处于亏本
状态，预计销售额要比前年少100
万。

另外，谭开宝和汪冠军都把
猪价变化归咎于进口肉的冲击、
猪周期的波动。“猪多价格就低，
猪少价格就高。”据汪冠军分析，
猪肉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最大，
游资炒作鲜有，不能光看国内猪
肉供给，还要看进口猪肉的数量，
进口猪肉价格低，分走了国内猪
肉的市场。

近期，猪价持续高涨。其中，外三元猪（外国引进的三个品
种的杂交猪）肉价连涨9天，但是上涨幅度略有趋缓。内三元
猪（我国本地的三个品种的杂交猪）更是突破15元/公斤的关
口。纵观整个2017年，猪肉价格起伏跌宕，曾一度保持下行
趋势，又连续上涨，但如今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5%。目
前，东北地区的猪价有低迷的迹象，全国的养猪户们应该警惕
一下！

这番价格波动由什么原因造成？又给整个养猪行业中、
下游端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2016年的时候精瘦肉大概
23元/斤，2017年的上半年14元
左右，现在 16 块多了。”市民张
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重客
隆、永辉等超市猪肉价格都在20
元/斤以内，最便宜的宝肋肉价
格在每斤11元左右，而精瘦肉多
在每斤十五六元，最贵的肋排不
足 17 元/斤。相较于 2016 年高
峰期，着实低了不少。

资料显示去年 4月底，重庆
白条猪批发价为19.63元/公斤，
五花肉批发价22.5元/公斤。去
年12月，重庆白条猪批发均价为
20.51 元/公 斤 ，环 比 上 涨
4.75%。超市与农贸市场肉价出
现一涨一跌，超市精瘦肉、五花
肉零售价格为 31.47 元/公斤、

30.47 元/公 斤 ，环 比 分 别 跌
0.25%、0.13%；农贸市场精瘦肉、
五花肉价格分别为 34.03 元/公
斤、27.94 元/公斤，环比分别涨
1.58%、5.59%。

近两年猪肉价格走势让市
民犹如坐了“过山车”。张女士
说，2016年的时候价格太贵了，
夏天淡季都很贵，还一直担心会
再涨价，怕是要肉都吃不起了。

“2017 年肉价下滑，那时肉好便
宜 哟 ，比 2016 年 便 宜 了 8 块
钱。”

如今，肉价在销售旺季又
开启上升模式，让市民“胆战心
惊”。张女士称，现在是制作香
肠腊肉旺季，一买就是几十斤，
就算单价涨幅不大，也觉得“肉
疼”。

市 场

消费旺季“二师兄”起飞

市 民

开启上涨模式觉得“肉疼” 养 殖 户

比前年亏了100万

重庆商报讯 中国最大的公益群
体是“亲”。阿里平台上每6个卖家里，
就有 1个是公益人，并带动了四分之一
中国人做公益。昨日，阿里巴巴集团
发布了 2017 年阿里巴巴平台商家公益
账单。

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上通过公益
宝贝产生捐赠的商家达到178万家——
是2012年的16.4倍，善款总额达2.46亿
元——是2012年的 31倍，3.5 亿买家支
持，人均购买公益相关商品17次。阿里
平台上的商家登录千牛客户端，即可查
看自己在 2017 年的公益记录。阿里平
台卖家带动买家，参与公益已经呈现出

“人人参与、日常参与”的特点。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社会公益部

总经理孙利军表示：“我真的为我们这些
可爱的商家感动，十多年来在背后默默
奉献，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的公益机构。
十多年坚持做这件事，这是多么的牛！
我把公益定义为四个关键词——感动、
触动、行动、带动，所以我们希望阿里平
台的商家在公益的生态链上发挥自己的
作用，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是发布公益账
单的最大价值。”

阿里2017商家公益账单：
每6位卖家就有1位公益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保监会获悉，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发起设立的太平科
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获批开业，我
国保险业正式迎来首家科技保险公司。

据介绍，科技保险是保险公司针对
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售后
等经营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而开办的
一种保险，它对于加强金融对自主创新
的支持、推动科技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
意义。

根据保监会的批复，太平科技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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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家科技保险公司
获批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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