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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稳楼市”政策及“限跌令”
并非楼市调控转向信号

............................A2版

境外机构连续34个月
加仓人民币债券

............................A3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部署能源
改革发展工作，审议“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规划、能源碳达峰实施方案、
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
政策措施的意见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韩正
出席。

会上，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作了
汇报。李克强说，能源是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十三五”时
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共同努力，我
国能源发展、结构优化、高效清洁利
用等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国际环
境和全球能源格局、体系发生深刻
变革，我国能源发展和安全保障面
临新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从国情实际出发，处理好发展和减
排、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稳增长
和调结构，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
革，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
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建设提

供坚实支撑。
李克强指出，能源安全事关发展

安全、国家安全。我国仍是发展中国
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
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长，供给短
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
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着力
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要针对以
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优化煤炭产
能布局，根据发展需要合理建设先进
煤电，继续有序淘汰落后煤电。加大
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页岩
气、煤层气，多元开展国际油气合
作。加强煤气油储备能力建设，推进

先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不断丰富
能源安全供应的保险工具。

李克强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
我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要科学
有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这必须付
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要结合近
期应对电力、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
深入测算论证，研究提出碳达峰分步
骤的时间表、路线图。各地各有关方
面要坚持先立后破，坚持全国一盘
棋，不抢跑。从实际出发，纠正有的
地方“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
碳”，确保北方群众温暖安全过冬，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持续平

稳发展。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提
高清洁能源比重，深入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减排改造，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用
能，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李克强指出，创新是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加快能源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和装备攻关，强化绿色低
碳前沿技术研发。提升电网智能化水
平，增强消纳新能源和安全运行能
力。完善阶梯电价，深化输配电等重
点领域改革，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促进
节能减排降碳，提升能源服务水平。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王毅、
肖捷、何立峰和有关单位、部分企业
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强调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 增强绿色发展支撑能力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刘 琪
见习记者 杨 洁

“电影名：《涨价》 ；导演：‘袁’
材料；领衔主演：木头、钢材、海绵、
纸箱等；上映档期：2021年10月份。”

如上是河北省定州市一家家装
公司负责人在国庆假期期间发布的
朋友圈。同一时刻，在与定州相距
逾150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游客常女士在购买文创柜台的青铜
材质立人模型时被导购告知：“这是
最后一个。最近原材料价格上涨得
太厉害，这批立人模型卖完后，都不
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能到。”

今年以来，多品类生产物资（原
材料）价格传出“涨声”，目前已传导
至行业中游。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部分上市公司表示“优化库存结
构”，而资金规模有限、锁定原材料
价格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则直呼

“不敢接单”。

多个期货品种
近60个交易日涨幅超50%

今年以来，反映工业企业生产
成本状况的PPIRM（工业品购进价
格指数）同比涨幅持续高于PPI涨
幅，且二者差距持续拉大，前8个月
PPIRM累计同比上升8.2%，PPI累计
同比上升6.2%，反映工业企业成本
压力持续提升，盈利能力随之承
压。从PPI分项来看，采掘工业、原
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前8个月累计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23.9% 、12.3% 和
5.2%，显示工业品通胀压力主要集
中在上游。

期货市场方面，硅铁、焦煤、动
力煤、锰硅、甲醇等多个品种近60个
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50%。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支撑上游工业品价格上行的因
素主要在于供给端，如部分主要经
济体实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海
外疫情防控导致供给和物流受阻，
国内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生
产等因素叠加，部分工业品供需存
在错配，推动价格大幅上行。

“今年工业品原材料价格大幅
上涨，简单而言，是全球延续2020年
货币宽松政策与疫情导致的部分品
种供需周期出现错配的共振结果。”
天风期货研究所所长贾瑞斌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近段时间，由于全
球性能源危机的出现，原油、天然气
以及动力煤等能源类商品的价格因
在欧洲等区域内存在较大的供需缺
口而水涨船高，而原油、煤炭等大宗
商品又是化工行业的主要原料，间
接推动甲醇、烯烃等重要基础化工
品的价格不断上涨。

原材料涨价
不同企业“体感”不同

“原材料价格猛涨，我们夹在厂
家和客户之间压力特别大。”在北京
十里河建材城销售木门的李女士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她提供给记者
一份厂家的调价通知：“2021年以
来，原材料费用快速上涨，导致工厂
生产成本上升，为保证产品的品质
及工厂的正常经营，为了本公司可
持续发展并能更好地服务顾客，决
定从2021年9月15日起所有产品每
平方米上调30元，本次调价实属无
奈，望理解。”

李女士表示，这已是年内厂家
第三次涨价。还不仅木门涨价，其
配套的门锁一把也平均上涨了15
元，合页上涨了3元，发泡胶由原来
的145元至150元一箱上涨至目前的
190元至200元一箱。

“我们现在的难处是很多订单

均于上半年签订，价格也是按当时
的市场价。比如，我现在正处理的
一个5月份签订的订单，当时客户仅
支付1000元定金，可5月份到现在材
料价格已上涨多次，我们不能找客
户 加 钱 ，中 间 的 差 价 只 能 自 己

‘背’。”李女士坦言，最近来询价的
新客户一听到报价就“吓”跑了。总
体来看，今年市场的整体成交量不
高，因此工厂成本增长，只能压缩自
己的利润以求薄利多销。以往家装
行业的利润都在20个点，今年只要
有利润就卖了。李女士表示，市场
内至少已有五、六家销售门窗的店
主选择撤店了。

李女士的感受也有许多共鸣
者。上述定州市家装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原材料涨价叠加房地产市
场的不景气，家装行业受到了不小

的影响。我们只好将之前给客户的
报价上调，尤其是铝材类产品的报
价，有些客户对提价表示理解，有的
客户则选择观望。”

“原材料价格每天都在涨，客户
那边有需求，但是不愿意接受涨价，
我们有订单却不敢接，真是进退两
难。”另一位家装行业从业者如是说。

“中小企业通常由于市场份额
有限，在原材料采购和终端产品售
价方面的议价能力不强，在被动接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同时，无法将
成本压力大量转嫁到其产品价格中
去，大部分成本需要企业自身消化，
经营业绩必然受到削弱。”董忠云谈
到，如果出现大量中小企业因为无
法承受成本压力而停工停产甚至退
出，又会导致相关产品的供给收缩，
引发通胀向下游传导，进而逐步影

响整个产业链。
一位给树脂粉厂运货的工作人

员就向记者介绍了他所遇到的“通
胀向下游传导”案例：“之前，我们每
天有几十车的发货量，自从树脂粉
涨价后，客户进货量减少，加上一些
厂家惜售，现在每天只能拉三四
车。但是供给不足，可能会引发价
格进一步提高，下游客户更加进退
两难。”

不过，由于不同的原材料涨价
幅度、定价和结算模式均存在差异，
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面临原材料
涨价的“体感”也不尽相同。

深圳市一家制作毛绒玩具和抱
枕类产品的公司经理告诉记者，近
期布料等材料价格有所上浮，加上
上游企业限电，对其生产有一点影
响，但总体可控。 （下转A2版）

原材料涨价背后：
中小企业直呼“不敢接单”上市公司表示“优化库存结构”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0月11日晚间，潜能恒信、青岛
中程、双星新材、宝鼎科技、森麒麟、
舒泰神、中信特钢、旗滨集团、金晶科
技发布三季度报告，揭开了沪深两市
业绩披露序幕。

综合来看，这9家公司多数业绩
表现亮眼。例如，潜能恒信财报显
示，公司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2.58%，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同
比减少5.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本季度为1076万元，同比增
长6485.59%，前三季度这一数值为
2576.8万元，同比增长421.31%。金
晶科技财报显示，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40.55%，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4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本 季 度 同 比 增 长
333.51%，达4.6亿元，前三季度同比
增长581.11%，达12.48亿元。

除上述公司外，截至10月11日晚
间，两市还有24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业绩预报，从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最

大变动幅度这一指标的排序中可知，
有130家公司预计有1倍以上的增长，
其中，有18家公司预计有10倍以上的
增长。

从这些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较
高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来看，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一枝独秀”，在
这130家预计净利润同比有超过1倍
以上增长的上市公司中，有近30家公
司来自这一领域。

兴业证券研报认为，2021年以
来，随着疫情防控顺利推进，全球经
济在强有力政策刺激中迎来复苏，以
新能源为代表的部分新兴产业进入
高速发展期，国内化工行业进入景气
上升周期，多个化工品价格与价差自
历史底部区域上涨至景气区间。

中银证券也认为，在“双控”背景
下，多种化工产品开工受限，不排除
磷化工产业链、硅产业链、纯碱、氯碱
等产品价格等继续走高。“能耗双控”
有望淘汰一部分高耗能的落后产能，
提高化工行业整体集中度，长期看好
龙头公司在碳中和背景下的发展。

首批9家公司拉开三季报披露大幕
安 宁

IPO招股书不能一写了之，写得
不好，将面临整章重写！最近一段时
间，至少有三家拟申报科创板上市的
企业在首轮问询中就被交易所要求
重新撰写《招股说明书》（下称“招股
书”）中部分重要章节。

我们不禁要问：企业还未上市，
首先让公众了解企业的这份重要文
件却被打回重写，这样的企业在上市
后如何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请发行人：重新撰写‘业务与技
术’章节，使相关内容与发行人产品
销售收入结构相匹配，客观反映发行
人业务情况，并删除重复冗余内容。”
这是上交所在对一家拟上市企业的
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要
求。从这段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
出三方面的问题：内容重复冗余、业
务关系描述不清、不能客观反映发行
人的业务情况。试问，一家连自己的
业务关系都描述不清的企业，如何让
投资者相信你的未来发展？

众所周知，招股书是IPO报审材
料中最重要的文件，社会公众可以通
过招股书中的公司业务介绍、行业、
公司财务状况披露、揭示未来发展方
向等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招股书
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发行人将一切对
投资者进行投资判断有重大影响的
信息予以充分披露，以利于投资者更
好地做出投资决策。

而且，招股书也是申报材料中唯
一一份由发行人、保荐机构、承销商、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共同承诺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的文件。

如果企业提交的招股书连专业
的审核人员都看不懂、读不明白要表
达的内容，投资者又如何能看得懂？
又如何通过招股书做出正确的投资
判断？招股书是法定的信息披露文
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绝不能是粗
制滥造、马虎应对的文件，更不能是
草草一写了之。发行人、中介机构等
必须要对招股书的真实、准确、完整
负责。

笔者认为，这几起招股书整章重
写事情的发生，再一次给发行人和中介
机构提出警示：招股书的真实、准确、完
整是必然要求。发行人在招股书中对
重要内容的“轻描淡写”，是对信披规则
的漠视，是对投资者知情权的误导，更
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品牌建设。

至于中介机构，在核查中没有发
现招股书中的主要问题，亦是没有归
位尽责的表现。作为资本市场的“看
门人”，中介机构发挥着专业把关的
重要职责。监管层一再表态，严把

“入口关”、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招股书、
审核问询环节存在信披违规，或因在
IPO现场督导过程中被发现问题，频
频领罚单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如果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
上市这件事都敷衍了事，那么，未来
面临的或许不仅仅是招股书被打回
去整章重写那么简单了！

IPO招股书整章重写之责谁来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