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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成本飆升 內企今年加價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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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
品價格持續
上漲對企
業生產影響
顯現。內地
最大醬油生
產商海天味
業旗下產品
近 5 年以來
首次漲價。
資料圖片

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有關壓力已經傳導到生產環節。內地

多家上市公司最近發布產品加價公告。其中，鈦白粉企業龍佰集
團（002601.SZ）今年以來已發布 10 次產品加價公告。內地最
大醬油生產商海天味業（603288.SH）周三晚間也發公告稱，將

上調部分產品價格，主要產品的調整幅度為 3%至 7%不等，新

價格執行於 10 月 25 日開始實施，這一舉動或將掀起調味品行業
的漲價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海天味業公告稱，鑑於各主要原
材料、運輸、能源等成本持續

上漲，決定對醬油、蠔油、醬料等部
分產品的出廠價格進行調整，主要產
品調整幅度為3%至 7%不等，新價格
執行於 10 月 25 日開始實施。海天味
業的調味品已多年稱霸內地市場，醬
油更牢牢佔據銷量第一，是次漲價是
2017年1月來旗下產品第一次漲價。

化工產品上調最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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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涉及各行業，化工企業康達新
材（002669.SH）昨發出最新調價公
告，旗下主要膠粘劑類產品將在原價
基礎上進行上調，其中環氧類膠系列
產品價格上調20%至 40%，工業膠類
部分產品價格將進行10%至 25%的上
調。
除民生和工業外，家居產業鏈中也
有諸多類型的企業相繼發布了加價通
知，涉及水泥、玻璃、陶瓷、塗料等
領域，漲價幅度各有不同，各廠出台
的措施也不一樣。如帝歐家居

（002798.SZ）子公司歐神諾就從周
一起上調瓷磚產品銷售價格 5%；龍
頭企業歐派家居（603833.SH）則明
確表示，會對自製品進行價格微調。

PPI 創新高擠壓企業利潤
2021 年以來，部分上市公司多次
加價，應對成本上升疊加供應緊張。
據《中國證券報》不完全統計，其中
鈦白粉行業最甚，龍佰集團
（002601.SZ）已發布 10 次產品加價
公告，中核鈦白（002145.SZ）、惠
雲鈦業（300891.SZ）也各累計發出7
次相關公告。
各行業產品價格持續高位，令內地
9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
同比漲幅攀升至歷史紀錄新高。國家
統計局昨數據顯示，9 月 PPI 同比上
漲 10.7% ， 高 於 市 場 預 估 中 值
10.5%，創下自 1996 年 10 月有該數
據記錄以來的歷史新高。若 PPI 持續
上漲，可能會不斷擠壓工業和消費類
企業的利潤率。

南山鋁業：鋁價急漲影響利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大宗商
品價格水漲船高，昨日路透引述 A 股上市
的南山鋁業（600219.SS）董事長呂正風
稱，金屬價格飆升，內地鋁加工企業今年
的利潤將有所下降。
呂正風在研究機構安泰科「中國國際鋁
業周」曾表示，鋁價已經大幅跳漲，加上
不斷增加的運費、價差和匯率都對加工商
產生重大影響。「上游高企的鋁價已經傳
導至加工廠，加工廠必須將成本轉移到下
游產業，但不確定鋁的終端用戶是否會接
受。」他預計，今年加工廠的收入將弱於
2020 年，「10 月之後他們將面臨更艱難的
日子。」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鋁金屬生產國，由
於需求強烈以及能源危機等，今年內地期
鋁價格已累升50%以上。

期鋁價格在周三創新高，上海期貨交易
所的 11 月期鋁躍升至 2006 年 5 月以來最高
水平，達到每噸 24,165 元人民幣（合約
3,752.80 美元）；倫敦金屬交易所三個月
期 鋁 飆 升 至 每 噸 3,118.50 美 元 （ 合 約
20,114 元人民幣），是 2008 年 7 月以來最
高水平。昨日上述期鋁價格略有回落，但
仍居高不下。

內地明年或缺 20 萬噸鋁
為了緩解價格上漲，年內國家儲備局
至今已經出售了 28 萬噸鋁。但呂正風評
論銷售量「太小」，不會有大影響。安
泰科預測，內地鋁業市場將從今年的過
剩 18 萬噸轉變為 2022 年短缺 20 萬噸，
並 預 計 國 家 儲 備 局 明 年 將 拋 儲 30 萬 噸
鋁。

A 股動能減 港股後市或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章蘿
蘭） 內地通脹持續回落，國家統計局公
布，9 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按年升
0.7%，較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低於市場
預期升 0.8%。今年首 9 月，CPI 按年升
0.6%。市場人士認為，內地通脹回落，令
內地短期「降準」的機會進一步增加，惟
內地 9 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升至 26
年來高位，增幅高過預期，情況令人關
注。
此外，美國聯儲局官員示意，最快可於
11 月中開始減少買債，但對利率去向意見
分歧。分析師普遍預期，美國「收水」的
消息早已被消化，但投資者仍需留意美債
息或會因此而再抽高，限制市場流動性及
大市動力，對高估值的科技股影響更大。
內地公布 CPI 及 PPI 後，A 股昨日大致維
持橫行上落，滬深三大股指各自發展，滬
指微跌 0.1%，金融、釀酒、煤炭、醫療等
熱門板塊集體回調，工業母機設備股則狂

飆。截至收市，滬指報 3,558 點，跌 3 點；
深指報 14,341 點，跌 11.7 點，但創業板指
數則漲逾 5 點，報 3,215 點，兩市合共成交
8,608億元人民幣。

港股料守 24800 點好淡分水線
港股方面，今日將於假期後復市。第一
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恒指在之前
連升 3 日後回吐，技術上只能守在 24,800
點好淡分水線之上，而且成交量大幅縮
減。
他指出，若大市動力繼續不足，對港股
確實不是健康現象，港股後市除了要留意
內地經濟數據外，也要注視幾個方面，包
括重磅科技股能否繼續保持強勢、其他權
重股能否接力、美國債息會否因「收水」
消息而繼續向上突破等。另方面，A 股兩
市成交額已多日低於 1 萬億元人民幣，資
金參與的積極性見減弱，可能會削弱 A 股
的動力，從而影響港股表現。

官媒憂存信息風險 富途股價曾挫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個人信息保護法》
施行在即，在本港擁有不少散戶的富途控
股以及老虎證券，昨被人民網點名質疑它
們在個人信息收集上的安全性。消息令在
美上市的富途控股及老虎證券盤前股價大
跌，其中截至昨晚 7 時，富途控股跌
13.4%，老虎證券跌14.74%。
人民網記者通過富途牛牛 App 實測開通

了交易賬戶，當中涉及填寫大量個人資
料。
報道指出，這些資料最後都受美國金融
業監管局(FINRA)、美國證監會(SEC）、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和全美期
貨協會(NFA)監管。報道認為富途、老虎等
跨境互聯網券商在用戶信息安全以及合法
化、合規化方面存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