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

省“放心消费在浙江” 推进会上获悉，浙江

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数量不断扩大， 至今

年 7 月， 线上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达

24300多家。

在浙江， 无理由退货承诺商家在与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大型连锁商业或个别消

费集中区域实现有效覆盖。如吉利汽车、银

泰百货、联华集团省内 40 家汽车 4S 店、29

家银泰门店、139家世纪联华超市一体公开

放心消费承诺， 全部建设为放心商店并推

行无理由退货， 其中联华集团和银泰百货

去年落实无理由退货分别达 105078 笔和

1031笔。

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0 万人次的乌镇

景区 364 家商户 100%实行无理由退货，旅

游消费纠纷到市场监管部门“零投诉” ，呈

现了企业经济效益与消费者满意的双赢局

面，推进了商业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

跨境电商零售平台网易考拉在工商部

门的指导下， 试点推广在线矛盾多元化解

平台，消费者可以与平台、工商管理人员进

行三方面对面视频通话， 可高效处理电商

平台跨地区消费争议。

浙江两万余商家

承诺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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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调价窗口再度临近

根据金联创的测算， 截至

10 月 10 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

原油品种均价为 81.58 美元 /

桶，变化率 5.6%，对应汽柴油价

格上调 245元 /吨。 按照“十个

工作日” 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

10 月 19 日 24 时。 这可能使得

一周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每

升上涨 2 毛左右， 受此影响，全

国各类汽油价格都要接近或超

过每升 8元的水平。

本次成品油涨价后，居民消

费支出，以及交通运输业和一些

工业用油行业的成本将显著增

加，但对整体居民消费价格以及

工业品出厂价格影响不会太大。

同时终端领域因为产能过剩，很

多石油终端产品很难涨价。

中信建投证券宏观与债券

分析师董敏杰告诉记者，国际油

价上涨对国内 CPI 的传导有一

定的缓冲垫，当 CPI压力比较大

的时候，油价调整的幅度会低一

些。 “如果国际油价再往上涨，

成品油价格上升幅度会往下压

一些。 ”他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提出，当国

际油价高于 40美元 /桶低于 80

美元 / 桶时，按正常加工利润率

计算成品油价格；但当国际油价

高于 80 美元 / 桶时则开始扣减

加工利润率来测算成品油价，

高于 130 美元 / 桶时原则上

不提或少提成品油价。

成品油价存上调压力

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 8

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徘徊在

84.6 美元 / 桶左右，较年初上

涨 17.3 美元 / 桶， 涨幅为

26.05%。

金创联成品油分析师邹

雪莲指出，由于三季度 OPEC

原油产量回落的同时减产履约

度也升至年内最高水平，且各机

构均上调原油需求预期再次巩

固油价上行走势市场看多情绪

偏重。

目前国际油价涨幅明显，并

一度突破四年来新高。随着最近

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国内成品油

价格下一步仍有上调压力。

“本轮（10 月 19 日）成品

油零售价上调为大概率事件，

因此预计终端用油成本将继

续增长。 同时，国内成品油行

情 整 体 亦 保 持 震 荡 上 行 态

势。 ” 邹雪莲说。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9 日，

国内 92号汽油均价为 9369 元 /

吨，较年初涨 37%；0号柴油均价

为 8209元 /吨，较年初涨 27%。

不过， 当国际油价突破 80

美元 / 桶后，成品油价格难以大

幅提升。 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

将不再按照与国际油价联动的

方式，上调成品油价格。因此，下

一步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对国内

成品油价的影响将边际效应减

弱。

董敏杰认为，往后国际油价

上涨， 国内成品油价也会上涨，

但是未来涨幅会小一些，通胀压

力会上升，但影响小。今年以来，

CPI 和 PPI 变化的幅度不大，

PPI甚至在走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尽管国际油价涨幅大，但是

国内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一

直在 2%左右，8 月同比涨幅提

高至 2.3%。 而 8 月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 4.1%，大幅低于 6月的

4.7%、7月的 4.6%同比涨幅。

“原因是油价涨高后，基数

越来越高，涨幅难以加大。 另外

决定 PPI的还有别的因素。 ”董

敏杰说。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的研究，

油价每上涨 5 美元， 对应于

2017 年均价的增速为 9%左右，

再乘以影响弹性 1%， 相应对

CPI 的拉动率为上升近 0.09 个

百分点。

在影响弹性 1%的基准假设

下， 油价在当前水平上涨 10 美

元左右（超过 80 美元 / 桶），对

应的 CPI同比上涨幅度约为 0.2

个百分点，幅度较为有限。

按此计算，今年以来国际油

价涨幅环比累计涨幅只有 15 美

元 / 桶左右， 实际对 CPI 影响

0.3 个百分点左右。 如果按同比

计算，目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

30 美元 / 桶，对 CPI 影响 0.5 个

百分点。

不过， 华泰宏观团队则表

示，如果国际油价在此关口上继

续快速上行，国内将无法通过人

民币升值对冲输入性通胀压力，

再叠加已呈现见底回升迹象的

猪周期，一旦猪周期、原油周期

形成共振，国内将出现较为明显

的通胀上行压力。

部分石油终端产品过剩

卓创资讯石油分析师高健

指出，短期来看原油会维持一个

高位波动的状态，因为伊朗制裁

11 月生效， 将导致伊朗原油出

口下降。“居民消费上支出的压

力会随着原油价格上涨而有所

增加，尤其是在汽油、柴油消费

方面的开支压力会更大。 ” 高健

表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刘学智告诉记者，国

际油价上升明显， 对工业领域

传导明显， 而对 CPI 的影响不

明显。 原因是居民消费价格主

要受食品价格影响， 同时石油

终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 难以

推动价格上升。

记者了解到，国际油价传导

到终端的工业品，以及最后传导

到居民消费品，影响逐步降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前 8 个月上游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出厂价涨幅是 22.6%，中

游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出厂价涨幅是 15.1%， 中下游

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纤制造业， 涨幅分别只有

7.2%、5.4%， 下游的纺织业只有

2.1%，而纺织服装、服饰业出厂

价涨幅只有 0.8%。

为什么越是往下游，价格涨

幅越低？这涉及到上游价格往下

游传导的难度问题———越是消

费终端，产能越充足。

浙江宁波锦叙纺织品公司

经理金华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作为服装布料行业十多年的从

业者，他的感受是，国际原油价

格涨幅目前同比在 50%左右，但

是越往终端，价格涨幅越小。

“有的还没到最终端，就

已经是价格 0 增长了。 石油加

工厂、化纤厂、丝涤线厂、织布

厂、绣花厂、染布厂、服装厂整

个产业链中，丝涤价格涨幅较

大，但是到了绣花厂基本就没

有涨幅了。 ” 金华伟说，“越往

消费终端，厂子能活下去就不

错了，不能涨价，一涨价客户

就跑了。 ”

进入 10 月， 国际原

油价格突然上涨，布伦特

原油价格徘徊在 85 美元

/ 桶左右， 创下约四年以

来的新高。 分析认为，这

并非基本面的巨大变化

引起，而是由中东地缘政

治风险引发。 此前，被认

为是全球原油市场 “调

节者” 的页岩油并未能

平抑油价，原因何在？ 油

价是基础性的价格，会对

PPI 和 CPI 带来直接的

影响。 当前大幅上涨后，

必定会给全球带来通胀

困扰。

成品油或进入“8元时代”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千股跌停 沪指狂泻 142点

跌 5.22%，失守 2600点

受外盘暴跌影响， 两市昨日

跳空低开， 沪指开盘不久即击穿

此前的“熔断底” 2638 点，随后呈

窄幅震荡，盘中空头继续发力，两

市进一步下行， 沪指昨日午后跌

破 2600点， 盘中最深跌幅超 6%，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大跌超 6%，续

创 4年以来新低， 两市超 1800 只

个股跌超 9%，上千股跌停，上涨个

股仅仅 60余只。 两市成交额对比

上一交易日显著放大。 截至收盘，

沪指报 2583.46 点，跌幅 5.22%，深

成指报 7524.09 点，跌幅 6.07%，创

业板指报 1261.88点，跌幅 6.30%。

从盘面来看，通信设备、国产

软件、券商、造纸、环保、军工跌幅

超 7%，银行、煤炭、燃气等板块跌

幅超 4%。

■ 消息面：

1、国内首只 2035 目标日期基

金———中欧预见养老 2035 三年持

有（FOF）提前结束募集，并于 10

月 10正式成立。

2、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

阿联酋在第三季度开始提升原油

产量，并将在 10月和 11 月进一步

增产。

3、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行长

易纲表示，目前经济运行平稳，防

范金融风险初见成效，年初预定的

增长目标可以实现。

4、从北京监管方获悉，北京地

区 P2P 网贷现场检查工作， 目前

已正式启动。

5、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辽宁省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样品

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确诊为非洲猪瘟。

■ 后市前瞻：

对于港股、 内地 A 股市场，

瑞信集团发布报告认为，中国股

市势将出现技术性反弹，此轮下

跌的幅度和长度与 2011 年和

2015 年的跌势相当，当时就是反

弹紧随其后；自政策基调变得更

加积极主动以来，已有两个月的

时间，投资者需要时间消化积极

的政策。 中国股市估值的下行风

险非常有限 ，11 月份值得关注

的催化剂因素包括中国在年度

经济会议期间宣布改革政策的

可能性等。

申万宏源策略报告认为，长

期配置资金面对这样的市场是相

对舒服的， 市场快速回调提供了

更好的配置机会， 但战术资金短

期操作的难度依然较大。 在结构

选择上， 外资偏好的核心资产和

高股息板块性价比不足的问题正

在快速修正， 回调之后仍是中长

期配置的买点。 短期油气产业链

和保险是相对收益较为确定的方

向， 三季报超预期的个股将是下

一阶段的重点。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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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1

日发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送了第二批

共 30条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该批名单包括唐山新坐标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河北名世锦簇纺织有限公司、山东

盛世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苏尼特右旗京

宏达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飞龙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立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上海

电器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沭阳县庙

头镇庙头街宏达玩具厂、 郑州泽鑫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宁波聚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筑瀛劳务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黄山建

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龙泰安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赣州力荣针织有限公司、

东乡县宇德实业有限公司、 伟易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天门市国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湖南宏泰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合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泸州纳溪粤旺服装厂、泸州市第

七建筑工程公司、 禄丰县同鑫矿冶有限公

司、靖边县鑫盛机砖厂、陕西启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5 家用人单位， 以及徐家春、王

业标、胡其江、赵力军、胡义斌 5名自然人。

据了解， 这些违法失信主体在用工过

程中都存在克扣、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

酬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

等情形，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责令改正。

拖欠农民工工资

25家企业上黑名单

据新华社电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

11 日在香港发布第十七届全球城市竞争

力排行榜。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方面，香

港排名首位，深圳、上海位列第二、三名。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院长桂强芳在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时隔五年

后，香港重回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榜首。近

期香港景气指数不断攀升， 施政报告政策

措施推进势头良好，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中的优势不断凸显。

“此外，香港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不断

优化，广深港高铁全线投入运营，港珠澳大

桥即将开通， 都成为提升香港竞争力的驱

动因素。 ”桂强芳说。

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位

列第四至第十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广州、

重庆、杭州、天津、苏州及南京。

城市综合竞争力

香港重回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