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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综合报道】受食品价
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中国国家
统计局 10 日公布的 7 月份中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
猪肉价格上涨 20.2%。

“猪菜共振”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综合中新社、新华社、香港中通
社报道，“猪菜共振”是食品价格上
涨的主要动力。“7 月份，受猪肉、
鲜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
响，CPI 环比由平转涨，同比涨幅略
有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董莉娟说。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介绍，7 月份 CPI 同比中，食品
价格上涨 6.3%，涨幅比上月扩大 3.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12 个百
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6.0% 转为上涨 20.2%；鲜果和鲜菜价
格分别上涨 16.9% 和 12.9%。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
研究室主任郭丽岩分析，7 月份，生
猪市场供应阶段性减少叠加部分养
殖户压栏惜售，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25.6%；天气炎热影响蔬菜特别是叶
菜生长和储存，加之部分区域强降雨
天气影响调运流通，鲜菜价格环比由
上月下降 9.2% 转为上涨 10.3%，这是
影响 7 月份 CPI 环比上涨的主要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7 月份，粮食、
禽肉、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同比涨
幅 在 3.4% 至 7.4% 之 间， 价 格 较 为
稳定；受国际油价下行影响，汽油、
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4.6%、26.7% 和 22.4%，涨幅均有回
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据官方测算，7 月份，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7 月份，中国 CPI 由
6 月持平转为上涨 0.5%。其中，食品

价格由上月下降1.6%转为上涨3.0%，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0.53 个 百 分 点； 非
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4% 转为下降
0.1%，影响 CPI 下降约 0.07 个百分点。

“近几个月，中国 CPI 涨幅虽有
所上行，但总体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与国际高通胀形成鲜明对比。”郭丽
岩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此
前表示，中国 CPI 涨幅明显低于欧美
国家水平，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采取
“大水漫灌”的强刺激政策，同时，
面对国际输入性通胀，加大国内市场
保供稳价力度。此外，加强粮食生产，
今年夏粮实现了丰收，有利于 CPI 总
体稳定。

国内物价有望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

“展望今年后期，国内物价总体
有望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能够实现
全年 3% 左右的预期目标。”郭丽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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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日公布数据显示，7 月份，受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及季节性
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比 6 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续创年内新高。
分析认为，目前的通胀压力仍较为温和，但需要警惕通胀压力可能在三四季度拾级而上。

长刘涵表示，从生产来看，夏粮再获
丰收，大豆油料扩种任务落地，肉蛋
奶产能稳定，蔬菜在田面积和产量均
有所增加，稳产保供的基础牢固。从
库存来看，稻谷、小麦全社会库存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能够满足一年以上
的口粮消费需求，玉米库存也有所增
加。从消费来看，食用植物油、食糖、
畜产品、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消费将
有所恢复，但总体保持平稳，对价格
拉动有限。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分析，7 月份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涨幅比 6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显示整体来看目前需求仍待提振，通
胀压力仍较为温和，并未对货币政策
空间造成较大限制。

庞溟预计猪肉价格将继续温和上
涨，但在全球经济衰退担忧提升背景

下的油价回调、国际粮价高点回落、
国内建材和黑色金属价格的走软，有
望部分抵消食品价格的上涨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新公布的
通胀率其实低于机构先前的预期。此
前，中信证券预测 7 月 CPI 按年增幅
将近 3% 的水平，招商证券料按年涨
3.2%。

相比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中国的
通胀水平仍属偏低水平。此前最新公
布的 6 月份数据中，美国和英国的通
胀均创下逾 40 年新高，分别按年暴
增 9.1% 和 9.4%；德国则从近 50 年高
位稍为回落至 7.6%。但整体而言，庞
溟料中国通胀压力有可能在三四季度
拾级而上，考虑到需求不足问题依然
掣肘货币政策、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
继续维持加息、中美利差有可能在一
段时间内保持倒挂等因素，短期内全
面降息降准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 7 月 CPI 同比创年内新高

10 日，2022 世界 5G 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大会以“筑 5G 生态，促共创共利”
为主题，旨在汇聚世界 5G 发展的最新成果，为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全球科
技和产业合作体系描绘蓝图。图为观众体验 VR 娱乐。    中新社

中方：中韩同意管控好 问题
【欧洲时报综合报道】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韩双方同意继续审慎处理和
管控好“萨德”问题，不使其成为影
响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

综合中新社、香港中通社报道，
汪文斌表示，美方在韩部署“萨德”
系统明显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中方已多次向韩方表明关切。韩国政
府正式对外作出“三不一限”的政策
宣示。中方重视韩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汪文斌说，基于双方的谅解，中
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
题。在中韩外长会晤中，双方就“萨德”
问题又深入交换了意见，阐明了各自
立场，增进了相互了解。双方同意重

视对方合理关切，继续审慎处理和管
控好这一问题，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

此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9 日在山东青岛同赴华访问的韩国外
长朴振举行长时间会谈。

双方同意办好建交 30 周年庆祝
活动，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正面稳定
预期。

双方商定尽快商签两国外交部门
关于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共同行动计
划。同意年内举行两国外交部门高级
别战略对话和外交安全“2+2”对话，
积极推进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共
同研究工作，探讨将此打造为 1.5 轨
沟通机制和官产学交流平台。

双方同意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
阶段谈判，争取尽快达成一致。同意
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宜开展对话，致
力于产供链的完整、安全、畅通、开
放和包容。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遵
守世贸规则，坚持非歧视、非排他、
公开、透明原则。

双方同意办好“中韩文化交流年”
闭幕式活动，开好人文交流促进委员
会会议，加强中韩人文、媒体等领域
交流合作。增加更多直航航班，进一
步便利人员往来。

双方继续高度关注日本核污染水
排海动向，认为日方需要同利益攸关
方进行充分协商。

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欧洲时报讯】中铁二十二局表
示，10 日，福建泉州泉港海洋生态
修复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作
为全国 2021 年至 2035 年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总体规划中首批实施的
重点工程之一，将启动建设“贝藻礁
型防浪屏障建设”“后龙湾沿线沙滩
修复与养护”“后龙湾海堤生态化改
造”“海滩垃圾拦截和收集系统”四
大工程，构筑起“三防一体”海洋生
态减灾空间体系。

中新社报道，据中铁二十二局介
绍，项目位于泉港区东部后龙湾海岸
带，横跨后龙镇与峰尾镇。

2021 年，中国财政部公布了全国
15 个中央财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其中，泉州市泉港区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入选，获得 2021 年度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 3 亿元人民币。同时，
泉港区也是中国交通运输部规划的中
国 21 世纪四大国际货运中转中心之
一。

世界 5G 大会

专家预计未来将温和上升 但需要警惕通胀压力可能在三四季度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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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港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开工 短 讯

据英国驻华使馆官博消息，英国

交通部和中国民航局已经正式达成共

识，恢复英中之间双向直航客运服务。

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实行的直航

禁令将告结束。旅客仍可在第三国进

行转机。

初期的客运服务将由中国的航空

公司提供，英国航司的航线恢复工作

仍在进行中。 北京《新京报》

中英将恢复双向直航客运服务

【欧洲时报特约记者顾砚报道】
近日，中国欧盟商会联合罗兰贝格
发布《碳中和：欧洲企业助力中国
实现 2060 愿景》（以下简称“报告”），
其中表明欧中双方可深化合作的领
域。事实上，欧洲企业已经在本土
市场有效脱碳，并愿意在该领域与
中国展开积极合作。

“困难在于如何有效管理新技术”

报告显示，近 70% 的欧洲企业
已采取措施或正在制定措施展开在
华业务的脱碳行动。中国欧盟商会
副主席贾可尼介绍，欧洲企业的脱
碳目标与战略主要由企业总部决定，
中国市场作为欧洲企业的重要部分，
自然也需要对标总部决策。此外，
欧洲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还
取决于规模、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
但不论如何，欧洲企业对待碳中和
挑战是非常认真的。

近年来，欧洲企业已经在本土
市场有效脱碳，很多经验与方法值
得中国市场借鉴。贾可尼认为，欧
洲企业最好的发明不是技术，而是
方法。“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如何对新技
术进行有效管理，这对于减排来说
至关重要。”他举例称，“可再生
能源技术由来已久，比如风能。创
新技术当然可以减少能源依赖，提
高能源效率。但重点在于如何利用
新型技术实现碳中和。”

面对挑战 相信中国可以实现目标

报告显示，有超过 70% 的欧洲
企业相信中国将实现“30·60”目
标，即 202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中国
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贾可尼说，根据过去的经验，
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相信中国可以
实现这个承诺。

贾可尼表示，中国非常有可能
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一些投资领
域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但他也提到
了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困难与挑战：
“中国将有40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
但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已经达到
碳达峰的国家和地区，仍需要做很
多努力才能实现碳中和。因此，中
国可能需要 50 年，甚至一些领域需
要 60 年才能达到碳达峰，挑战非常

巨大。”

欧洲愿参与中国减排事业

“中国的碳排放影响欧洲，欧
洲的碳排放影响美国，美国的碳排
放也影响中国。任何一个经济体都
无法单独完成减排大业，应对气候
变化是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都同意合
作的全球性问题。” 贾可尼说，欧
洲企业希望能在中国实现碳中和的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
欧盟商会推出这份报告，支持并为
会员企业提供建议，不仅让企业能
更好地在中国减排事业中发挥作用，
还希望中国的能源市场更加透明、
可靠、灵活、开放。

贾可尼说，欧盟与中国的合作
平台有很多，例如中欧能源合作平
台等，这些平台能让双方共同讨论
政策和监管等问题。此外，中国欧
盟商会还建议，双方应该在碳边境
调节机制（CBAM）方面进行深入
对话。这项机制是“欧盟绿色协议”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于 2023 年正式
实施。

“中国在减排的道路上做了很多”

最近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的十年，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不断推进的十年。贾可尼分享自
己多年来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时说：
“在环保方面，我看到了人们环保
意识的改变，从学习气候变化这个
概念开始，到现在人们知道为何应
该 为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做 出 自 己 的 贡
献。”

贾可尼说：“在节能方面，我
看到人们开始思考：我们要节能，
要减少生产垃圾，要进行垃圾分类，
因为这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
还有一些没有做到、需要改变的事
情。

贾可尼建议政府与媒体发挥更
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我非常希望
政府能够在教育方面做得更好，在
学校里教育青少年要对环境友好、
尽量减少能源消耗等等。同样的，
如果欧洲人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也
是无法达成目标的。”

贾可尼还肯定了中国这些年在
应对空气污染方面做出的成果。“十
年前北京的天空是灰色的，但现在
是蓝色的。人们惊叹，中国真的在
正确的道路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欧企愿助中国实现减排目标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贾可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