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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上海来

2018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刊

站在40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回望，
中国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与
“开放”
不可分割。在改革的初始阶段，
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开放”
，
开放能够
“解放思想”
，
开放能够
“正视差距”
，
开放更能够
“迎头赶上”
。正是在开放之风下，
中
国的改革破除旧思想桎梏、
冲破旧制度藩篱，
释放了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国家与民族经济、
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改
革的第40个年头，
深化改革是为当前要务，
进一步扩大开放，
恰又能为深化改革助推、
护航。
初冬的上海，仍有秋意，中国以一次进口博览的盛会，向世界昭示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坚定不移的决心。我们
也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一经打开，就永不会再关上。

中国争取进口商品国际话语权
本报记者 索寒雪 上海报道

在 2018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是，中国需求难以获得“中国价格”，

大宗商品价格回归中国市场

一直是进口大宗商品领域的难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中国

在大宗商品领域，
对另外一种商品——原油，
中国也在逐渐显现出话语权。

览会上，大批海外商家蜂拥而至，中
国需求让参展商感到兴奋。中国虽

多个机构早已经开始为“中国价格”
话语权做政策铺垫，目前，已经有海

然是众多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但

外卖家认可中国的定价机制。

外商首肯“中国价格”
其实，
如果仅建立期货交易所，
而没有真实的买卖双方进行交易，
其价格
也不具备说服力。
“前几天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代

苦头，当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也

表到我们这里进行商谈。”世界大

见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是如何

型农产品供应商嘉吉中国区总裁

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
刘军表示。

刘 军 向《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透 露 ，
“我们非常支持大连商品交易所的
工作，
参与到大商所交易之中。
”
1993 年 2 月 28 日，大连商品交
易所宣布成立。1993 年 9 月 24 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大豆、玉米、

问的港口在中国较少。

显现出话语权。

语权，
有的商品价格，
中国企业没有
话语权，
比如铁矿石。
”
澳大利亚中

“有的商品价格，
中国企业有话

博弈数年后，今年 9 月，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再使用杀手锏，铁

2018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原
油期货交易平台的建成，有助于

“很多国外企业都在主动和

澳商业产业园人士向记者表示，
“铁
矿石企业因为垄断就非常强势。
”

矿石自 2018 年开始使用“混合指
数定价”，即共同参考国内外价格

形成反映中国及亚太地区石油市
场供求关系的基准价格体系。中

目前，铁矿石交易普遍采取

我们谈合作，在天然气价格方面，
我们是有话语权的。”他进一步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补充道，
“谁便
宜，
我们买谁的。
”

指数，对不采用混合指数定价的

石油董事长王宜林表示：
“以整体

普氏的价格指数，从 2011 年开始，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就开始制定中

可以拒签合同。
在大宗商品领域，对另外一

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参与期货交易
和价格的形成，从而不断提升我

欧”沿线国家进口商品采购会上，
金华（义乌）温州总商会谢清满向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义新

国的价格指数，但是铁矿石贸易
商对此并不“买单。
”

种商品——原油，中国也在逐渐

们在国际油气市场上的话语权。
”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现在我们
去法国采购，要和多家工厂谈判，

但是，随后普氏和 TSI（环球

我们必须要有价格话语权，
能接受

钢讯集团制作的铁矿石价格指
数）进行了一个整合——普氏收

我们的价格才能够合作。
此外，商务部还发布了“陆上

“现在，很多企业在大连商品
交易所就可以实现套期保值，价格
发现。
”
刘军透露。
其 实 ，如 果 仅 建 立 期 货 交 易

购了掌握着 TSI 的环球钢讯集团，
原先的两个国际中立第三方价格

首届中国国际进

丝路指数”的第一期指数，该指数

制定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定价能

世界发出扩大开

口 博 览 会 ，向 全

所，而没有真实的买卖双方进行交

能够及时地展示“义新欧”线路的
贸易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由浙

易，
其价格也不具备说服力。
放和共建开放型

力进一步集中。
小麦、豆粕、绿豆、红小豆、大米七

江商务厅和义乌商务局编制并定

大型生产企业参与交割，
被认为

世界经济的时代

普氏曾多次向记者讲解其定
个品种的远期合约交易。

期发布。该指数也将对价格和商
强音。

是交易所的压舱石。嘉吉已经在近期
价机制，但是记者发现，其价格询

业活跃程度形成影响。
本报资料室/图

通常期货交易中的价格是定价

参与了大豆、
铁矿石、
棉花等多种商品

现货交易价格的基础，因此一直以

的期货交易。据了解，
嘉吉是最早入

来，芝加哥期货价格被用来制定农

驻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外资企业之一。

产品现货和中远期价格。中国作为

记者采访了几家压榨企业和

石油和大豆等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

贸易商，发现大家普遍在大连商品

国，
却经常使用海外交易所的定价，

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

消费升级促进口
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的确为国外商品带来了无限商机，
而大宗商品价格发现机制的变化也更为市场所关注。

因此，
大连商品交易所在推出大豆、

“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

中国的购买能力，任何一个

口基数比较大，有十几亿人。过

国外商品带来了无限商机，而大

人消费领域还有很大增长空

国家和企业都不能小觑。中国消
费升级的需求，被外资企业认为

去大家收入比较低，现在可支配
性收入增加了，对于美好生活的

宗商品价格发现机制的变化也更
为市场所关注。

间。尽管目前中国 GDP 增速会
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中国个人

铁矿石和棉花等期货后，一直希望

是美国、欧洲大概五十年前、一百

交易主体有大卖家的身影，也代表

年前做的，嘉吉和大连商品交易所

是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刘军回忆：
“我有一年去西雅

需求也增加了。
”
比如中国缺少牧场，中国奶

佳能集团副总裁小泽秀树向
记者表示：
“ 多年来，中国依靠投

消费市场的上升。换句话说，通
过扩大内需，推动个人消费市场

了商品价格的真实价值。

合作，共同培育这个市场，市场培

图，在一个海产品市场，一个美国

业和牛肉都需要进口，恒大农牧

资及出口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

增长，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

“任何一个大的交割场所都需

育成熟以后，对大家都公平。就像

老人跟卖鱼的抱怨，
‘你的东西为

通过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建设新

展。但是，在个人消费领域的发

型升级，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继续

要有一些比较规范、有规模的企业

大家一起搞一条商业街一样，不是

什么这么贵？我现在都吃不起

帮它一起把市场的流动性带起来，
嘉吉可能发挥了这个作用。嘉吉

一个、两个商户的事，只有大家跟
管委会一起参与，流动性才好，最

了。’有人开玩笑地告诉她，
‘你快
点买吧，你不买，这些龙虾、牡蛎、

西兰医药级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
工厂，最后实现在新西兰等地采

展略显迟缓。中国个人消费品
总 额 占 全 年 GDP 的 40% ~50% 。

保持平稳态势。对于外资企业
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愿意积

购牛奶，
并达成 30 亿采购协议。

相比美国、日本个人消费品总额

极地推动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结

在全世界存在了 153 年，吃过很多

后大家才能共同受益。
”

扇贝都卖到中国去了。’中国的人

占全年 GDP70%左右，中国的个

构转型的目标。”

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的确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