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改委约谈四大油企

食用油4个月内不许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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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本报讯 据《21世
纪经济报道》报道，不
断上涨的价格，让国内

食用油行业神经紧绷。

在国务院表示“严格监

管农产品价格”之后，

国家发改委再度出手干

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上周，国家发改

委与中粮集团、益海嘉

里、中纺集团和九三粮油
集团四家企业召开了座谈

会，要求四家企业的小包

装食用油4个月内不要涨

价。”

12 月 1 日，一家食用

油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也对

记者称，“我们听说了这件

事，企业可以降价，但不能

涨价。”

这一情形，与 2008 年

非常相似。当时，国内食用

油价格同样不断飙升，最

终国家发改委出手抑制

油价，国家发改委召集

中粮集团、益海嘉里、

九三粮油集团和鲁花

集团四家企业，要求

稳定供应，不准涨

价。如果企业涨价，

需 要 向 发 改 委 申

请。

此次被召集的

四家企业，是国内主

要的小包装食用油

供应商。其中，中粮

集团和益海嘉里在小

包装食用油市场上占据

约 6 0%的份额。一家食
用 油 生 产 企 业 告 诉 记

者，发改委只要对大企

业的价格进行监控，实际

上也就监控住了整个食用

油市场。

此前，受进口大豆价

格不断攀升影响，带动国
内食用油价格节节攀高。7

月初，一级大豆油的价格

仅为7250元/吨，10月已飙

升至9300元/吨，上涨幅度

达到27%。而这仍不是终点，

11月中旬，一级豆油价格一

度攀高到10400元/吨。

在发改委此次价格干

预之前，小包装食用油已

经经历了一轮全国性提

价。10月下旬，中粮集团、

益海嘉里等均提价10%左

右。

就此次发改委召开的

座谈会，中粮福临门相关
负责人和益海嘉里方面均

未正面回应。

成品油调价

将缩短周期

本报讯 据《每日经济
新闻》报道，备受关注的成
品油定价机制调整方案已

报国务院审批。但受国内
“战通胀”难度加大的影
响，拟定于年底进行调整
的相关方案或将推迟至明
年初。

此前业内普遍预期，现
行“22天”的调价周期将缩
至10天，上述人士表示，最
终取值是10天或14天，需待
决策部门最终定夺。

周边省份拉闸限电导致产量减少

山东水泥出厂价狂飙
本报济南 12 月 2 日讯

(记者 仲爱梅)原来每吨售
价仅为 300元左右的水泥，

现在涨到 500多元仍然供
不应求，从 9 月份至今，

山东水泥出厂价格上

涨的速度，让业内人

士也啧啧称奇。

记者近日获

悉，在全国部分

省份拉闸限电、

上游熟料减产
以及成本上升

等多种因素

的推动下，

水泥出厂价

格飙涨，部
分产品比

三个月前翻

了近一番。

“涨得很厉害！打

个比方说吧，以前水泥

每次涨价最多也就是5

块、10块，现在都变成
50元、100元地涨了。就

这样，还抢不到呢。”济

南某水泥厂相关负责人

用“确实很反常”来形容

当前的水泥价格。

数据显示，从10月28

日到11月29日，短短的一个

月内，山水集团济南销售公

司型号为“PSA32.5”的水泥

价格就从每吨303元涨到了
410元，上涨107元，涨幅高达
35%。“这还算涨得少的，有

的水泥出厂价格比3个月前

都已经翻了一番了。”上述负

责人称。至于涨价的原因，在

他看来，除了成本因素外，主

要与水泥市场近期旺盛的需

求有关。“以前12月是水泥需

求淡季，很多工地都会因天

冷而停工，但今年天气暖

和，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

都还在正常施工，水泥的

需求量比往年大。”他说。

而这，只是造成水泥在

淡季里价格狂涨的原因之

一。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进

入8月份以后，山东周边部
分省份大规模拉闸限电以

及我省实行“减量提效”后

水泥产量下降，才是促成此

番涨价的关键。

“水泥属于高耗能产
业，也是不少省份拉闸限电

的重点。为了满足正常的生

产需求，外省只能到山东来

调货。”一位水泥生产厂家负

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山东生

产的水泥部分“外流”到了

河北、河南甚至更远的海

南等省份。

需求增加的同时，是山

东水泥产量的大规模下降。

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水

泥总产量120431万吨，山

东水泥产量16384万吨，占

全国总产量的13 . 60%，位

居全国首位；然而到2009

年，全国水泥总产量增加到

163000万吨，山东的水泥产
量却下降到14271万吨，下降

了12.9%。

“据我所知，今年上半年

我们又关停了多个熟料企

业，受此影响，水泥产能也

进一步下降。”上述水泥生

产厂家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过，尽管水泥价格上涨、

供应吃紧，记者也了解到，

我省目前并未出现因“水

泥荒”停工的现象。

个税起征点

明年有望提高

本报讯 据《第一财
经日报》报道，2011年财政
政策的两个主方向，一个是
部分领域的减税，一个是在
多个重要领域增加支出。在
减税方面，个人所得税减免
额有望继续提高。

据了解，目前65%的个
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提
高个税免征额可以增加工

薪阶层的收入。

本报讯 据《金融时
报》报道，香港金匠今年被

骗购了数百盎司的假黄

金。这一事件堪称中国黄

金市场数十年来遭遇的最

复杂的一场骗局。

“仿造质量非常高。”

香港具有百年历史的黄金

交易所——— 金银业贸易场

理事长张德熙说。他表示，

犯罪分子正在用新技术从

事黄金欺诈这个古老的行

当。

张德熙说，据他了解，

一些珠宝店和典当行已发

现了至少 200 盎司的假黄

金，价值 28 万美元。但他

估计，整个零售市场上散

布的假黄金总量可能是这

个数字的 10 倍。作为比

较，各国央行持有的金砖
一般每块重达 400 盎司，

价值近 56 万美元。

在一个店铺中，管理

者发现，犯罪分子在与黄

金属性相似的合金外面包

裹了一层纯金。合金中含

有相当比重的黄金，约占

总重的51%，另外掺有七种

其他金属：锇、铱、钌、铜、

镍、铁和铑。工艺的复杂性

表明，只有那些拥有先进

设备和高超冶金工程知识
的金工技师才能制造出这

样的假黄金。

甚至有香港知名珠宝

商也在今年夏季被骗购了

价值 1 . 15 万美元的假黄

金。

仅凭看和摸，很难识
别这些假黄金。它们大都

通过了基本检测，只是后

来经过高温和化学制剂等

更为复杂的检测时，才被

识破。

香港惊现高科技假黄金
不少金铺被骗

除了

需求旺盛，

进 入 8 月 份
以后，山东周
边部分省份大规
模拉闸限电以及
我省实行“减量提

效”后水泥产量下

降，是促成此番涨价的
关键。

“有的水泥出厂价格比3

个月前都已经翻了一番了。”

热点财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