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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产经广告

调整日期 调整情况

6月28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120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110元

6月11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5月28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5月14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4月28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4月15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3月31日 不调整【触发保护机制不调整】

3月17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1015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975元

3月3日 不调整

2月18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415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400元

2月4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420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405元

1月14日 不调整

2020年首涨落地 国际原油短期维稳

成品油下轮调价可能搁浅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时隔3个多月，国内成品油

零售限价迎来上调。28日，国

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如期打开，

汽油每吨上调120元，柴油每吨

上调110元。本次调价是2020年

第十二次调价，也是2020年首

次上调价格。

尽管调价幅度不大，但不

少车主担心未来国际油价一路

高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也

一路攀升。

不过，接受经济导报记者

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尽管综

合原油均价突破40美元/桶关

口，但实际上短期内国内成品

油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很大，甚

至有可能出现再次因综合原油

价格低于40美元/桶的“地板

价”而搁浅。

车主担心油价

持续上涨

今年国内成品油一共经历

了12次调价，呈现“一涨三跌八

搁浅”的格局。其中1月14日和3

月3日因调价幅度未超过50元而

不调整，2月4日、2月18日和3月

17日汽油分别下调420元/吨、

415元/吨和1015元/吨，累计下调

幅度达到1850元/吨。其余6次

均因国际原油跌破40美元/桶的

“地板价”而搁浅。

3月17日调价以来，公共卫

生事件在全球发酵，石油需求

受到影响，且减产协议不确定

性拖累市场交易气氛，故而原

油期货价格曾一度跌落至负

值，是自1983年开办WTI原油

期货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但

随后多国公共卫生事件控制效

果较好，原油需求逐渐复苏，

带动原油价格处于震荡上涨的

态势。随后OPEC+达成了新一

轮的减产协议，国际原油的价

格逐步回升。

6月12日至今，受OPEC+举

行部长级监督委员会督促减产

刺激，国际原油价格逐步震荡

走高，并突破40美元，触发调

价机制，汽油每吨上调120元，

柴油每吨上调110元。

在本次调价政策落地后，

消费者出行成本将有所上涨，

以油箱容量50L的家用轿车为

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较之

前多花4 . 5元。以月跑2000公

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

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

启(2020年7月10日24时)之前的

半个月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

增加24元左右。

同样，对此次调价对物流

企业也有影响。

“虽然1毛钱的涨幅看起来

不 多 ， 但 架 不 住 我 们 跑 得

多。”济南瑞鑫物流公司总经

理马东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们现在就担心

油价持续上涨。”

马东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跑一趟广西南宁，一辆车来回

差不多需要1700升油，相当于

增加170元的油费。“6辆车，

一辆车一个月跑5个来回，这样

算下来半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

3000元的油费。”

仍有几率搁浅

在山东一家地炼企业的原

油事业部副部长张德强看来，

未来既不会出现在短时间涨到

80美元/桶，也不会出现降到20

美元/桶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平

稳的震荡。

“虽然这次价格进行了上

调，并不代表着未来一定会上

调。”张德强解释说，“现在(28日

晚上)布伦特已经跌到了40 . 69美

元/桶，距离40美元也仅有一线

之遥，而WTI更是跌破了40美

元，已经到了38 . 23美元/桶。”

在张德强看来，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OPEC+减产情况是

影响后续油价走势的关键。一

些国家和地区新增确诊病例不

断增加，引发了市场对二次疫

情暴发的担忧。同样，库存压

力也持续存在，美国商业原油

库存保持了5个月的上升势头，

增至5 . 41亿桶的纪录高位；另

一方面，根据减产协议，5-7月

减产幅度为970万桶/日。市场

关心该组织减产执行情况和7月

中旬召开的视频会议，OPEC+

将商讨是否延长当前减产幅度

至8月份。“此外，油价回升至

每桶40美元上方，可能促使美

国页岩油再度增产，各产油国

矛盾将加剧。”

中宇资讯的分析师王涛表

示，因各国复工情绪旺盛，社

会失业带来的就业矛盾胜于新

冠疫情增添的恐慌，同时各

国防疫经验充足，理论上可

控住疫情局部复发给社会经

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判断海外

各国下半年将排除他见逐步复

苏国内经济，从而利于金融期

货做多。但一阶段减产协议到

期后，市场能否快速消化原油

过剩信号，或为7月之后一大利

空事件。利好不足，风险仍

存，下一轮调价窗口仍有几率

搁浅。

在张德强看来，三季度原

油价格不会过高。“应该会在

35美元/桶-45美元/桶之间上下

震荡。”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世界经济

的发展和全球产业链带来了新的

不确定性和影响。因当前世界经

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全球产业链

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产业链需要

利用我们的产业影响力和体制力

量，从全球经济的共同利益角度

维护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和秩序做

积极思考和设计。

我国产业链在世界范围内的

影响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全球工业链的

出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全球

工业链的增长在诸如机械和运输

设备等相关行业尤其显著，这些

行业在东亚和西欧最为活跃。中

国经济得益于这一轮经济全球

化，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增长。

中国目前作为世界工厂，随

着工业不断升级，中国已成为一

个能够在全球工业链中提供先进

制造产品的重要国家。中国是世

界工业链中重要产品的供应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大规模生产、广泛的工业部

门和大量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是

中国在全球工业供应链中的重要

地位。根据贸发会议的数据，制

造业中的中间产品贸易约有20%

来自中国。根据中信证券等统计

数字，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对

中国的工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

中间产品进口比例很高，其中一

些中间产品从中国进口的比例接

近40%。

新冠疫情对世界范围的产业

链带来的影响

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反映

在多个方面。它对作为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人以及对产品和服务活

动的影响，既涉及供应方面，也

涉及宏观经济总需求方面，同时

涉及工业链方面。它既包括第二

产业，如制造业；也包括第三产

业，如服务业。鉴于全球经济的

内部化，全球工业链中几乎所有

跨国公司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

作组织等正在重新调整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期望，评估疫情对全球

工业链的影响，并降低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前景预期。

就全球工业链而言，任何一

个环节的停滞都会对工业链产生

影响。全球工业链的成功运作取

决于高层次和低层次企业之间的

明确分工和密切合作。就中国而

言，国际、国内旅客和货物运输

总量，例如航班和海运货物的运

输总量，由于目前疫情的暴发以

及汽车等行业的发展影响，正在

下降，电子和制药对世界工业链

具有相对明显的影响。在汽车和

电子等行业，中国的工业链与日

本、美国等国或地区是相互关

联、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

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人们注意

到工业链的复原力。工业链的复

原力既与国内因素有关，如一国

本身的资源供应；也与外部因素

有关，如一国的宏观经济等。另

一些则深陷其中，技术密集，不

易转让。高产量和中间产品在工

业链中的作用、庞大的国内市

场、高技能劳动力等决定了中国

在全球工业链中的地位。虽然全

球工业链今后有可能发生某种形

式的重组，但中国在全球工业链

中的地位不会被取代。

宏观经济形势对供应链的影

响更多为外部，这反映在供应链

相关企业的订单和销售量的变化

上。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希望世

界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遏制

流行病的爆发，确保基本的宏观

经济稳定，减少宏观经济动荡对

工业链的影响。在短期内，如果

全球宏观经济基本上保持稳定，

企业恢复生产，工业链本身就可

能发生变化和影响。在防治新冠

疫情的同时，确保宏观经济和全

球工业链的稳定，是中国和工业

链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一个重要问

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

计划提供数以亿计或更多的一揽

子刺激计划，以稳定宏观经济。

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链变

局应对策略

(1)努力促使产业链得到平

稳运行

企业必须协调预防和控制疾

病的爆发，努力恢复工作和生

产。随着政府的全面部署，企业

必须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同时

根据当地条件，积极有序地恢复

工作和生产。受疫情影响地区的

公司对工业链的影响可被视为削

弱了同一部门的国内公司的能

力。因不可抗力和其他因素而无

法履行合同的企业必须签发适当

的证书，购买出口信贷保险等，

以减少企业的损失。

(2)有效发挥大企业的作用

企业之间应当有竞争与合

作，以及在特别时期的互助。在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工业链逐渐

走向集中，大公司在全球工业链

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在恢复工作

和生产的同时，工业链中的领先

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必

须在经济稳定和工业领导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帮助工业链上端和

下端的中小型企业，稳定工业链

中的外国投资公司，以稳定市场

期望和产品供应。

国有企业对于工业链的稳定

以及恢复工业和生产活动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工业链中的领先

企业也可以利用政府的承诺，探

索更具攻击性的订单或采购模

式。增加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

应，甚至降低其价格，帮扶中小

企业。

(3)引导企业搞好主业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导和

鼓励更多的地方企业在实体经济

中运作，使它们的主要业务运作

良好，成为工业链中的耐心资

本，有能力和意愿分担风险，相

互帮助，并与发展伙伴长期发

展，金融机构也必须积极支持有

耐心的企业。

(4)努力发挥国有企业的影

响作用

国有企业与财政部门一道，

可以发挥积极的反周期作用，通

过影响鼓励更多的投资，并减轻

工业链波动的影响。联合国研究

报告显示，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

重要性。虽然在美国和欧洲等发

达经济体，国有企业的存在程度

各不相同。

考虑到中国经济和工业链

的总体稳定，国有企业应在投

资管理的研究和可能的投资项

目的储备方面做得很好，主管

部门应增加国家资本业务预算的

规模和强度，并提供更多的基础

设施帮助。

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链变局应对策略研究
国泰君安期货山东分公司 陈晓晓

曲阜市的吴村镇，地处山区，依

据区位自然优势，吴村镇林果产业远

近闻名。近年来，该镇又搞起了“一

村一品”，簸箕掌村的桃和樱桃、高

楼村的网纹瓜、东岭村的梨、龙尾庄

的杏、中心村的丹参、前寨村的山楂

以及许洼村李洼村的金银花……遍布

全镇26个村的特色农林产业项目，形

成了“一村一产业，村村有特色”的

格局。

小桃子带动林果大产业

“从6月初开始，山上不同品种

的桃子就开始陆续成熟了，一直到10

月底都有桃子采摘和出售。”位于九

仙山脚下的丑果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桃园基地内，负责人孔聪正在向记者

介绍基地内桃树栽种情况。

“6月上市的是明月油蟠桃、锦

春黄桃和野桃，7、8月份有黄金蟠

桃、钻石金蜜黄桃、锦绣黄桃，9月

到10月底就是锦花黄桃、肥城香桃和

金秋红密。因为种植的品种多，持续

半年的时间都会有新鲜的桃上市。”

孔聪告诉记者，他们为桃子采摘列出

了“时间轴”，什么桃是什么时候成

熟一目了然，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喜

爱采摘或购买。

丑果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建

于1995年。从2003年起，借助九仙山

旅游风景区的优势，丑果果基地开始

进行果园自采观光游活动。近几年，

平均每年接待游客1 . 5万人次。同

时，基地还帮助扶持周边果农开办

果品采摘园，带动全镇500余户农户

开展了果品自采游项目。2017年公

司被评为“济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并获得了山东省林业厅颁

发的“齐鲁放心果品”“十佳观光采

摘园”称号。2017年在簸箕掌村南扩

建这片第二基地，舍弃了梨、苹果、

葡萄等其他果树品种的栽培，专注于

桃的研究。

“现在正是为下一期桃子套袋的

时候，果品套袋后有利于防治病虫

害，直接减少药物用量，采用迷向

丝、性诱剂、糖醋液等生物防治技术

来防治病虫害，从而使果品绿色无公

害。取袋后，果品着色快，果面光滑

细腻，格外漂亮，质量高档，比不套

袋价格高出30%以上，这种套袋生产

的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备受市场青睐和

客户欢迎。”孔聪告诉记者，他们的

果园由于高科技管理，果品价格普通

高出市场3至5元，而且果不出园就被

网上网下销售一空。

瓜果争俏双丰收

1986年起，高楼村就开始了葡萄

种植，到现在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为

让葡萄成为百姓增收的“金豆子”，

他们曾多次外出拜师学艺，并将一些

葡萄种植大王请到现场，指导建高标

准冬暖式大棚85亩，手把手教授管护

技术。去年，他们种植的大棚“藤

稔”，一举形成了“颗粒大如乒乓

球，无核胜过有核大”的新格局。

“五一”前，果品尚未成熟就被客商

以每斤20元的价格在网上订购一空。

尝到甜头的高楼村干部群众，铆足了

干劲，去冬今春，又在外来技术专家

的指导下，新建了75亩高标准冬暖式

大棚。

为打好时间差，利用葡萄苗移植

前几个月的空闲期，他们还种植了一

种产量大、耐储运、甜度高的网纹

瓜，1月份育苗，5月份就收获了“甜

蜜”的果实。立夏这天，高楼村的村

民线上线下忙个不停，吴村镇的镇长

刘卓然又通过抖音等网络平台进行直

播“带货”，每天200箱瓜通过网络

销售到上海、长沙等城市，一年还可

收3次，这一特色产业又让高楼村百

姓尝足了甜头。

原本只想着利用空档期试种网纹

瓜，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给村民

带来这么大的经济利益，“还要继续

种这种网纹瓜。附近几个镇还组团过

来学习借鉴种植网纹瓜的技术呢。”

高楼村党支部书记郑立义高兴地告诉

记者。

除网纹瓜，今年他们试种的羊角

蜜也成熟在即。瓜果互争俏，村民双

丰收得实惠，村集体经济也步入了高

效农业发展的快车道。

“一村一特色”

村村有产业

吴村镇不仅有桃、葡萄以及网纹

瓜，他们还把“远学先进与近学本

镇”结合起来，定期组织召开现场观

摩会，让26个村子都发展出了各具特

色的产业。

地处九仙山景区的龙尾庄、簸

箕掌、峪东等村，将乡村旅游作为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分别搞起锦鲤养殖、绿茶种植和花

卉种植；峪西村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将村

民的35亩土地统一整合，发展了莱

芜大姜，同时，采取农民入股分工

的方式，既促进了集体农民双增

收，又为九仙山旅游增添了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

目前，吴村镇已发展家庭农场

35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到95家，精品

自采园60余家，“一村一品”专业村

达到18个。2019年，吴村镇更是被

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王雁南 鲍童)

一村一产业 村村有特色

国网山东电科院：

主题党日凝聚力量

导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金融知识

宣教工作，增强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

意识，近日，临商银行李官支行开展

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系列宣传

活动。

活动中，该行不断丰富厅堂服务，

线上线下两手抓，积极运用智能设备滚

动宣传各类金融知识；在大堂设立宣教

专区，广泛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

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渠道发送风险提

示，聚焦风险、做实提示。 (曹凯原)

临商银行李官支行：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活动

导报讯 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

组织各支部开展了“学战略、讲担

当、干精彩”主题党日活动。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按照“3+N”模

式，各支部通过举办一堂专题党课、开

展一次主题学习研讨、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举办一次政治仪式，扎实开展主题

活动，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争先意识、

担当意识，引导广大党员积极践行战略

目标，奋力推动公司“走在前、做表率”。

山东电科院将组织党员到一线现

场进行岗位实践，凝聚党员团结奋进

的力量。 (张劲)

2020年成品油新机制各周期运行情况

业内人士指

出，尽管综合原

油均价突破40美

元/桶关口，但实

际上短期内国内

成品油的价格变

化并不会很大
在本次调价政策落地后，消费者出行成本将有所上涨 刘勇 摄

（制表：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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