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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价上涨到底是不是游资炒作？
物价上涨到底是不是游资炒作？
记者：
记者：最近农副产品开始往下调价，而且跌幅很大，但是我们看到媒体采访的时候很多人也
在等，手里有棉花的人在等，说还会涨回来的，你怎么看？
周望军：
周望军：棉花应该说现在 11 月 24 日跟月初比降了 23.6%，降幅是比较大的，从 33000 元/
吨的期货降到两万六七，棉花应该说现在三万多块钱价钱绝对脱离供求基本面。
记者：
记者：您靠什么判断？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棉花，从世界范围看，整个需求基本平衡的，价格之所以暴涨，我个人觉得有
关游资在里面炒作。
记者：
记者：是否炒作这个事可能有争议，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到底是不是游资，您说这个话有没
有判断的依据？
周望军：
周望军：11 月 8 日的时候，郑州的棉花期货市场一天成交量达到 385 个亿。385 个亿什么概
念呢？就是我们国内半年棉花用量。
记者：
记者：一天的成交量。
周望军：
周望军：一天的成交量达到半年的消费量。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能判断大量资金在里面炒。
第二个，我们做了调查，这个成交前 20 家的企业里面没有一家是从事棉花生产经营的企业。
记者：
记者：他倒棉花干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我们初步判断，完全在里面炒作。
记者：
记者：是怎么个手法？
周望军：
周望军：炒作是期货炒作，就是投入抬高价位，彼此勾连，不断地抬高市场价格，最后到高
位时候抛掉，后面接手的人就亏死了，跟炒股票是一样的。

2 当下价格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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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内涨幅将近一倍。之后在国家的严格调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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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价格迅速回落
。
记者：
记者：当下这个价格合理吗？
周望军：
周望军：当下价格不合理，26000 也不合理的。我们今年年初，棉花价格也就是一万五六千
块钱。任何东西半年涨了这么大的幅度，都是不合理的。
记者：
记者：我看到有一些棉花供应商他们有一些数据，他说现在整个国内纺纱厂保守需求 1200
万吨，但你现在产量差不多也就是 600 万到 800 万之间，美国储备棉不到 50 万吨，印度的
棉花产量持平，这么来看还是供不应求，还会涨？

周望军：
周望军：应该说如果我们国内的棉花整个按 800 万来算，我们国内棉花生产满足我们国人需
求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为什么我们棉花纺织企业有这么大的需求，因为我们大量的纺织
品是出口的，如果棉花价格暴涨，我们这个纺织品出口又没有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企业会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整行为,这就是压缩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导致棉花价格回落到一
个合理的程度，这是可以期待的。
同样经历过价格疯狂上涨的还有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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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高宗”等反映农产品轮番涨价的名词一度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等反映农产品轮番涨价的名词一度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军”、
、“糖高宗
糖高宗
等反映农产品轮番涨价的名词一度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
记者：
记者：从今年看绿豆、大蒜、棉花，包括糖都出现价格上涨，但是是否能够判断说，这个农
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就是游资炒作和不法经营者？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判断就是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今年农产品之所以被炒作，第一个是有缺口的。
记者：
记者：怎么讲？
周望军：
周望军：比如说我们的绿豆正常年份产量 90 万吨，但是确实减产了，我们的绿豆只收到了
75 万吨，而且是 15 万吨这种缺口，大蒜也是这种问题，前几年大蒜很便宜，蒜农不怎么种
了，去年开始大蒜确实减产了，减产供需有缺口,是炒作的前提，如果供需没有缺口，它炒
不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有合理性，不是
说价格上涨都不合理，你像粮食涨价，一年涨个 10%、8%是合理的。农民靠粮食涨价增加
收益，怎么不合理?但是你不要恶意炒作它，形成暴涨，像绿豆按正常情况下五块，六块，
你吵到 13.5 元。13.5 元那就是确实脱离供求基本面了。

【资料：
资料：发改委公布的绿豆企业串通涨价的录音】
发改委公布的绿豆企业串通涨价的录音】
“大家来主要就是想知道，今年绿豆能不能赚钱？会不会赚钱？我的说法是物以稀为贵，少
就会涨，会涨到多少？八千，九千，一万，都可能，只要少。我告诉你不要卖，我建议你不
要卖，只要出产地高于你的卖货价钱，你不要卖。”
这是国家发改委在今年 7 月份公布的一段录音，
月份公布的一段录音，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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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记者：这段录音发布之后，我们也看到媒体当中有一些商人就认为说，那几句话根本证明不
了什么问题，他说谁会讲两句话，就会把东西涨上去？
周望军：
周望军：是这样的，他开会的录音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商量价格的时候讲的，当然我们比如
说我们现在两个演播室讲这个话肯定不属于串通，因为你是公开的。你在这个情况下，采取
一定会议形式，一定手段操纵市场.
记者：
记者：这个话能够判断出来恶意串通吗？
周望军：
周望军：有几个构成要件，第一个就是什么场合说的，第二个是什么范围说的，第三个它构
成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最后我们判断他违法，这在《价格法》上判
断他是串通。

3 垄断企业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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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记者：也可能会有中石化负责人会说，其实我们很委屈，你跟国际同类大公司相比，他们平
均增长利润率和平均销售利润率远远比我们要高。
周望军：
周望军：那也可能。
记者：
记者：现在还要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就要压低价格，就要供应市场，这个公平吗？
周望军：
周望军：国家企业是国家的长子，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不能光想着利润，你要承担适
当的社会责任，要尽责任的。
记者：
记者：他会觉得，我除了责任之外，我有什么得到的？
周望军：
周望军：得到的整个来说国内的市场，咱们国内石油市场你是垄断的，石油的开采，石油的
冶炼，销售都是赋予你专营权的，这个不能跟国外公司比，所以有利的一面必须有弊的一面。
既要有市场好的时候可能得到很大的利润，一年下来总体算帐有一百亿，上千元的利润。但
是市场不好的时候，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遇到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适当的补贴下属公司
来保证目前困难的局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

4 能不能把原油进口权再放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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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中下旬以来，
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多个地区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国内多个地区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4000 多家民营加油站停售柴
油或无油可卖而亏损倒闭。
油荒”之下
之下，
一些违规企业擅自加价，
油或无油可卖而亏损倒闭
。“油荒
油荒
之下
，一些违规企业擅自加价
，导致蔬菜等农产品运输
成本的增加，
间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人们关心，
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够扭转，
油荒”问
成本的增加
，间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人们关心
，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够扭转
，“油荒
油荒
问
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
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
？
周望军：
周望军：我们听到现在石油总供给增加的，市场的总量应该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
记者：
记者：但您觉得总量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周望军：
周望军：总量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增加进口，加上政府也要求两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这个
总量是有保证的。到年底春节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
记者：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发出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两大石油巨头，因为现在状况下来运转，
更多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模式，所以 9 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苗头的时候还在扩大
出口，如果说完全放开，让自由竞争，民营企业全部都能够进来，都能够分享进来，他们认
为油价还能够降 30%到 40%，你怎么看？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话我觉得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实践道理都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国家总体的情
况，我们国家现在每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是达到了 50%以上，并且我国汽车的销售增长非常
快，今年超过 1700 万辆了，然后买辆车一年消费一吨油的话，每年净增量 2000 万吨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资源短缺，如果你说大家都在这种无序的竞争，那可能导致资源的
浪费。就是加大我们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利用我们外汇储备有利时机，到境外更多购买一
些资源，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
记者：
记者：所以我看他们也有提议说，能不能把原油进口权再放开一些，就是民营企业就能够去
买？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提议也是有合理性的一面,我觉得通过相关行业，相关部门去研究，看怎么分
析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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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的持续上涨，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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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
的担忧。
的担忧
。
记者：
记者：现在也有经济学家预言说，12 月份 CPI 应该是会破 5？
周望军：
周望军：我现在看不出 12 月份能破 5 的迹象，当然也许他说得对，也许突然出现的情况，
这个我们不能预测。比如 2008 年春节，出现雨雪冰冻灾害，这个方便面涨到 25 块钱一桶，
这种情况也有的，但是不能预计的，从现在态势看应该 12 月份的物价形势会比 11 月份好。
记者：
记者：但是你如果接触身边人可能有一个担忧，他们觉得官方会不会把 CPI 低估了，我们
心理上的感觉好像涨得很厉害？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统计局都解释过，这个 CPI 是分成八大类指数，简单的说
就是分成三种，一种是食品，一种是工业品，一种是服务价格类。整个统计下来，600 种左
右商品服务进入统计范围。比如说我们 10 月份 CPI 上涨 4.4%，什么情况下你感觉是 4.4%，
你要去买 600 种商品同时消费的时候，是 4.4。作为每个人你不可能每样都买，你个人的感
受肯定跟统计不一致的。

6 CPI 统计指标过于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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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望军：
周望军：将来建立一个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指数，把那个房地产、汽车，电脑都不要，
就要我们吃的喝的，穿的住的，水电煤气、食品，这个指数如果统计起来之后，就能比较准
确的反映老百姓食品涨价的感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还要建立分收入阶层的统计制度，不
能全中国 13 亿人一个指数，肯定对不上，我们可以把人群分成三个，比如说高收入阶层，
中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那么跟着三个恩格尔系数，他们整个食品支出，占到整个支出的
比重,建这么几个指标的统计，这两个措施我觉得能解决问题。现在 CPI 肯定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
记者：
记者：能够界定更为准确，对于政府来制定宏观政策的调整，能够带来什么帮助？
周望军：
周望军：更有针对性，我觉得国家可以根据低收入阶层，比如粮食蔬菜，肉油蛋奶，这个月
涨了 15%，增加我的支出 30 块。给你补 30 块钱，35 块钱这不就可以了嘛。现在你又是说
4.4%，肯定跟我们买肉，买菜，买粮的感受肯定不一样，蔬菜涨了 30%，怎么一样。

7 CPI 到几算是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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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因为食品类价格上涨
，人们最直接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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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望军：
周望军：十月份破 4%，可是上半年一点几，二点几，十月份有 4.4，平均起来它是 3%多一
点。
记者：
记者：我们看到最近一两周，国际上主要投行都上调了 2011 年预期目标，今年咱们不是 3%
吗，他们觉得明年应该提高到 4，会有这个可能吗？
周望军：
周望军：国际投行这种判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你确实是物价上涨，要物价上涨今年
3%，明年定 2%，我觉得这个跟事实好象不是很符合。

记者：
记者：到了几算是我们警戒线？
周望军：
周望军：所谓的警戒线实际上是老百姓心理的感受，像发达国家、美国，欧洲，物价涨 3%
就很厉害的，它为什么，它 GDP 增长 2%，物价涨 3%，它物价涨的比 GDP 还快，肯定很
紧张，我们国家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等于 10%，物价涨 3%，那非常好。4%也是非
常好。因为我的 GDP 增长比物价上涨快两倍，接下来一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你物价上涨
的过程中，怎么使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比物价增长涨幅要快,这是关键问题。

8 解决物价上涨特简单，
解决物价上涨特简单，就是涨收入
记者：
记者：您曾经说过，解决物价上涨很重要，也很根本的办法，就是特简单，涨工资，涨收入。
周望军：
周望军：是这样的，到现在为止我也坚持这个观点。
记者：
记者：涨谁的，怎么涨？
周望军：
周望军：一块就是低保这一块，就是包括优抚对象，城乡最低收入群体，农村的五保户，还
有学生，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就是你把最困难的人，保障他收入增长。
记者：
记者：但您拿低保来说，物价已经涨上去，大家再来调研，说应该涨多少，等到涨到这的时
候，物价又已经涨上去了。这怎么办？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全国已经有七个省市建立了物价上涨和低保标准挂钩的联动机制，这次国务院
发的 40 号文件里面，要求各地要尽快建立低保标准，社会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
机制
记者：
记者：怎么挂？
周望军：
周望军：就是物价涨多少，低保必须涨多少。至少还要比物价涨挂得高一点，这个很简单，
我觉得这次能落实，马上各地已经开始入手了。
另外，
另外，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他们的收入增长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他们的收入增长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周望军：
周望军：第二块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这个政府会去做主的，这个能增长。其他的企
业里面别管它。它自己会跟上，这是一个标杆。前面已经有人做出榜样，政府做出榜样了，
企业一定会跟上来。
（补充下
补充下:当时我问他
补充下 当时我问他，
当时我问他，怎么能确定企业会涨，
怎么能确定企业会涨，他说经济学的经验证明这是有效的示范效应）
他说经济学的经验证明这是有效的示范效应）
记者：
记者：刚才说的公务员包括教师这部分工资的上涨，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眉目吗？
周望军：
周望军：工资的问题不归发改委来解决，这不归我管，但是我个人也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财
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这是我多次说过，因为这一部分人也是承受涨价的群体之一,对不对？
记者：
记者：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忧虑，就算是工资涨了，然后你的物价的涨法能跟的上吗？
周望军：
周望军：它是这样的，在一定时间里面，物价肯定有涨有落的时候，有通货膨胀的时候，也
有通胀紧缩的时候，工资涨上来，没听说工资涨上来又下来，是不是。工资是刚性增长，物
价是有涨有跌的，整体只要工资上涨标准超过物价上涨的标准就可以，而不是某几个月，某
一个月，或者我觉得这算法不科学的。
记者：
记者：会不会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工资上来了，物价跟着涨，然后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
水。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在理论上叫做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螺旋，一旋一旋的，这个事情要控制节奏，
就是你工资涨完之后，物价控制在温和可控的区间,经济增长 10%左右，物价控制在 3%左右，
工资涨百分之四五，从长期看就很好。

10 全世界多发了一倍的票子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随着国际原油、
随着国际原油、有色
金属、
农产品、
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走高，
通胀预期正在全世界蔓延。
那么，
金属
、农产品
、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走高
，通胀预期正在全世界蔓延
。那么
，又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世界的物价都在上涨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世界的物价都在上涨呢
？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充裕，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全世界央行发了很多票子，票子发
多了之后，物价肯定是要涨的。不管什么形式，是炒作的形式也好，囤积的形式也好，都是
要涨的。
记者：
记者：您能不能帮我们算一算，全世界到底多发了多少钱？
周望军：
周望军：就是从 2008 开始应对金融危机到今年的年初，全世界大概多了 4 万亿美元。当然
我这个算法不一定准确。
记者：
记者：这是个什么概念？
周望军：
周望军：那就是说,全世界货币需求量本来需要一块钱，现在我们搞了两块钱这个概念。
记者：
记者：我们比需要的钱，多发了一倍。
周望军：
周望军：就是这个概念。
记者：
记者：我不知道能不能从逻辑当中简单地推导出这个道理，我们多发了一倍的钱，我们物价
可能会涨一倍？
周望军：
周望军：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实际上存在很多因素。你比如说货币发多了有很多渠道，
可以进入股市，可以买房，就不会直接影响当前的产品价格。

11 十月份热钱多流入近百分之八十

货币超发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 10 月末，
月末，
货币超发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货币供应量已经接近 70 万亿元，
万亿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1.8 倍。周望军认为，
周望军认为，我国货币超
发产生的大量资金被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所吸纳，
也有一部分流入农产品市场。
发产生的大量资金被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所吸纳
，也有一部分流入农产品市场
。
记者：我也看到有一个人一个观点，所谓的游资不就是民间资本吗，要好好引导它，让它做
正常实体经济的投资，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周望军：
周望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记者：
记者：那为什么大量的有一部分资金是没有能够进入实体经济来呢？
周望军：
周望军：确实这个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怎么利用社会资金来发展国家的短缺或者
发展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包括我们的一些大宗农产品，大豆，比如把社会资金集中起来，
很多向国外去购买资源性产品，买铁矿石，买大豆，这都是可以的。
记者：
记者：所以当我看到采访的时候，温州籍的老板说，现在动不动就把我们叫游资，只不过看
到这个地方觉得有点利可图，就投一投，我们也没多少钱，为什么就认为我们是在恶意炒作
呢？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老板可能是个小老板，也有大老板的，也有上亿，几十亿，上百亿资金炒的，
郑州棉花市场 11 月 8 日，385 亿的成交量，那是不是一两个亿，385 亿，肯定是个大资金在
里面，不是几千万块钱炒起来的。
记者：
记者：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是我们自己社会民间资金还是流进来的热钱？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不太好判断，昨天我看了一个数字，十月份我们国家外汇占款达到了 5190 亿。
记者：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周望军：
周望军：与上月相比涨了大概百分之七十九点几，接近 80%。
记者：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这意味着境外有很多钱到了我们国内

11 下一个炒的农产品会是什么？
下一个炒的农产品会是什么？
国内的货币已经超发，
国内的货币已经超发，国际热钱的涌入势必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
国际热钱的涌入势必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为了回收流动性，
为了回收流动性，应对
物价上涨，
日起，
个百分点，
物价上涨
，从 11 月 29 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这已经是今
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年以来央行第 5 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
记者：
记者：有人形容货币的特性像蜂蜜一样。它通过自己流动，该凹的地方鼓起来像个包，之前
棉花、糖之后会是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任何一个产品,属于资金很充裕的情况下，都可能成为炒作的对象。这不是危言耸
听，今年以来就证明了，3 月份的田三七，后面是绿豆、大蒜，棉花、白糖，这些都是农产
品。
记者：
记者：是什么产品下一步会？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我没法预计，下一个游资炒作的产品是在哪里，我估计谁也很难预计出来。
记者：
记者：所以这样可能普通消费者就有点心理没底，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上菜市场什么东西涨了，
而且你不知道这个涨本身合理还是不合理？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心理是有底，为什么有底，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物价涨幅控制在一个适度范
围之内。政府已投入了 2550 万吨的国家储备的粮油，保证市场供应，市场供求保障之后，
市场价格不会像以前暴涨，甚至可以得到抑制。

12 美国的电煤储备 90 天，我们才 15 天
大量国家储备粮油及时投放市场，
大量国家储备粮油及时投放市场，为物价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物价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对
大宗产品的储备体系还不健全问题。
大宗产品的储备体系还不健全问题
。
周望军：
周望军：这个也要建立一个预案，它有一个过程，第一个它需要钱，需要财政的支持，没有
钱，没有物资是没法调控价格的，第二个，机制怎么建，怎么跟国际接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怎么来调动群众积极参与，有一个统筹协调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太着急，但是我们看准
了，慢慢来完善这个制度。
记者：
记者：这个制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外会有先例吗？
周望军：
周望军：都是有的。美国要求电煤的储备 90 天，我们才 15 天。人家的石油储备是几亿桶，
半年可以不用买油，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了。
记者：
记者：可能也有一点观点认为说，储备不就是应急吗，有就行了
周望军：
周望军：那不是,储备有三块，战略储备。像美国人石油储备，他是要提出是同时打赢两场
局部战争的石油储备，第二，叫应急储备。地震、发洪水了，这是一块。第三块是市场调控
的储备。物价涨了，我怎么来平抑，抛，抛售，物价低的时候，我进口，或者我来收购，这
三块。现在我们有些产品一块也没有，有些产品正在建，我们的食用植物油，我们的蔬菜，
乃至于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煤炭，都应该建立一个储备制度。

13 行政手段强制干预有后遗症
抛售国家储备粮油，
抛售国家储备粮油，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稳定物价，
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稳定物价，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价格临时
干预的行政手段。
周望军认为，
稳定物价应该主要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干预的行政手段
。周望军认为
，稳定物价应该主要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对于行政手段一
定要谨慎使用。
定要谨慎使用
。
记者：
记者：您以前也强调过，如果用行政手段来强制干预，会有它的后遗症？
周望军：
周望军：是有的。
记者：
记者：你指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比如说举一个现实的例子，2008 年我们控制物价，下了一个行政命令，牛奶，方
便面，食用油不许涨价，下过行政命令，搞了。那么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可能市场供应量减
少了，赚不了钱，不干了，你不许我涨价可以，我不干总是可以，供应量减少，这是一个负
面影响。第二个，可能先前市场压抑的，确实市场不涨，但是它可能后期涨得更多。这就是
有形的价格信号使生产者不能安排生产，消费者不能合理安排消费，是会有后遗症的。
记者：
记者：不过最近我看到，比如有的省份已经出台的蔬菜限价令。
周望军：
周望军：福州。
记者：
记者：有的人觉得，好吗这样？
周望军：
周望军：如果长期使用，你这个价不能涨，合理价格也不能涨，我就不跟你供菜，你卖不了
福州，我还卖不了江西啊，卖给广东，都可以，所以长期使用是有利有弊的。
记者：
记者：假如您是地方的决策者，您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周望军：
周望军：要是我是这个市长，我出台了这么一个措施，谁运一车菜到福州我奖励一千块钱，
你发个安民告示，要我们广播电台，或者我们的电信公司手机通讯，从某月某日到某月某日，
凡是进入运输的大车以八吨为基点，一车一千块钱，奖励给你，用不着三天这个菜价比现在
低一倍，低 50%没问题。

14 流通环节加价过高

从 11 月 29 日起，
日起，国务院办公厅部署成立的 6 个督查组，
个督查组，由发改委牵头，
由发改委牵头，分赴全国 18 个省、
个省、
督促、
检查稳定物价的情况。
也就在十天之前，
国务院发布了《
区、市，督促
、检查稳定物价的情况
。也就在十天之前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稳定消费价
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
本生活的通知》，
》，推出稳定物价的
条措施。
随后，
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的通知
》，
推出稳定物价的 16 条措施
。随后
，各个部委迅速行
农产品为
联手稳定物价，
管控力度前所未有，
条措施的贯彻执行，
为
动，联手稳定物价
，管控力度前所未有
，随着稳定物价 16 条措施的贯彻执行
，以农产品
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逐步回落。
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逐步回落。但是也有人担心，
但是也有人担心，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的利益会
不会受到影响呢？
不会受到影响呢
？
记者：
记者：但是也会有人担心说，会不会农民会得不到实惠，你也曾经说过农产品上涨，应该是
一个合理的事情？
周望军：
周望军：对，应该说农产品价格上涨应该说农民得到实惠，现在一个议论，是农民得到实惠，
没有流通环节得到实惠多。
记者：
记者：怎么讲？

周望军：
周望军：这也是一个事实。比如说乌兰察布的土豆去年的收购价格一斤 4.5 毛，今年是 9 毛，
涨了一倍。涨价这四毛五，农民肯定是得实惠了。那么土豆从乌兰察布盟到北京的餐桌上边，
涨到 2.5 元，这个中间涨了 1.6 元钱.
记者：
记者：所以我们也想这个中间流通环节挣的钱，三分之二挣的钱基本上被这一块挣走了，这
么个挣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周望军：
周望军：有合理的一部分，也有不合理的一部分。合理的是，合理说到损耗，我投入了劳动
了，确实有一定的补偿。但是他加价加得过高，流通倒手环节多，这是不合理的。
记者：
记者：您说倒手多？
周望军：
周望军：对，你像一个菜，从农民卖出去到菜的经纪人，再到运输公司，再到批发市场，批
发市场再到超市，超市再卖给普通消费者，至少五六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加 10%的价，你
就受不了。
自 12 月 1 日起，
日起，所有收费公路对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这将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
所有收费公路对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 这将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
费用，
周望军认为，
国家这次稳定物价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
费用
，周望军认为
，国家这次稳定物价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
，而不会影
响到农民的收入
响到农民的收入。
的收入。

15 卖菜要被城管打，
卖菜要被城管打，怎么办？
怎么办？
记者：
记者：以前我们老有个印象，小时候出门的时候摆个地摊买菜，特别直接，然后现在是到超
市里面才能购买，以至于有的地方，前不久河南有一个新闻，一个老大爷为了给儿子治病，
到城里面给儿子卖菜，还要被城管打，觉得农民现在得到的实惠也少，买菜的人也觉得涨得
厉害，中间这一部分怎么办？
周望军：
周望军：一个加强流通环节的管理，降低集贸市场的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这是政府正在干
的。第二个要鼓励集贸市场和超市跟农民、农户对接，就是超市集团，跟集贸市场直接到农
民那去采购，不要经过中间环节。第三个农民本身问题，农民一家一户是没有谈判议价的能
力的。比如你是种土豆的，你种一百斤土豆你怎么跟人谈价，如果我们这一个村，一个乡，
甚至一个县组织一个蔬菜合作社，我这地里面，我这县里面有 500 万公斤土豆，我就可以跟
您谈判，价格是可以起来，这样农民得到了实惠，超市因为减少中间环节了，老百姓吃的菜
也会便宜。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郊区蔬菜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城市郊区蔬菜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就近供应蔬菜的数量有限，
就近供应蔬菜的数量有限，不
得不远距离从外地运菜进城，
得不远距离从外地运菜进城，从而导致了蔬菜流通环节的费用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了蔬菜流通环节的费用不断增加。为了改善这种局
国务院稳定物价措施中明确提出城市人民政府要“ 切实加强
切实加强蔬菜种植基地和蔬菜大棚
面，国务院稳定物价措施中明确提出城市人民政府要
蔬菜种植基地和蔬菜大棚
建设”。
建设
。

记者：
记者：比如说我采访陈锡文主任的时候，他提到现在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更多城市管理者愿
意把城郊最好的一片，本来应该种菜的地方用来建房子，商品房的收益更多，菜地呢？
周望军：
周望军：这是利益调节问题，确实现在原先郊区很多菜地都种了房子了，因为种房子利润比
种菜利润更大。所以 70 年代，80 年代我们蔬菜供应体制根本的经验，我觉得现在可以继续
坚持，就是城市人口，每个人每年必须有 3.3 厘的菜地，这是七八十年代，如果你没有 3.3
厘的菜地，你蔬菜供应是不够的。现在科技进步了，产量提高了，品种改良了，不一定非要
机械的照搬照抄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经验，非得 3.3 厘，至少 2 厘，这个保证收菜种植面积
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种植面积，没有两厘地，谈不上蔬菜价格的稳定。

记者：
记者：靠什么保证，咱们现在 18 亿亩耕地红线。
周望军：
周望军：18.2 亿耕地的红线是定下来的，也可以参照耕地面积形式再开辟菜地没有问题，城
市政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记者：
记者：但就像您说的，责任这是两个字，但是商品房的土地转让金这是真金白银。
周望军：
周望军：是，就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长期行为，短期行为的抉择。政府抓这个事，是有办法
的，不抓这个事肯定是没办法的。
记者：
记者：所以看到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姚景源先生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大白话的说法，他说
抓物价很简单，就把它跟官帽子挂起来，只要挂钩肯定能实现，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说
法？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应该说物价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个人不主张把它与官帽子挂起来。
记者：
记者：为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物价问题毕竟是个经济问题，我们还是主张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也不是官帽子一
抓就行，抓多了也不灵。

16 我们进口和出口都没有定价权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物价受到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物价受到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这也给政府物价调控工作带来了
这也给政府物价调控工作带来了
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
记者：
记者：您说以前我们调物价，在房间里面如果热了，我马上开空调，温度降下，我现在物价，
有点像天安门广场的空调，这话应该怎么理解？
周望军：
周望军：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资本的流动，商品的交流，大宗商品
的交流都是一个市场了，所以现在你的调控物价，跟以前，跟 90 年代，包括 2002 之初就是
两年概念。
记者：
记者：具体说呢？
周望军：
周望军：我们一般是进口的，我们的铁矿石，去年进口 6.18 亿吨，铁矿石，大豆我们进口
到四千万吨大豆，这是不能避免的，这个你缺的，你需要，没有，那必须进口。你要调控这
两个价格，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
记者：我们是主要消费国，我怎么没权定价？
周望军：
周望军：你不掌握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自身有不完善的地，我觉得我没有建立
中国的定价体系，对大宗商品价格定价是缺乏的。
记者：
记者：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望军：
周望军：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去打算买铁矿石，大家都去谈判，一窝蜂去了。如果我们
国家这些钢铁厂组织一个集团，一个人去谈判，我买 6.18 亿吨，买货的话，我绝对有定价
权。我就可以与你谈，现在你没得谈。
记者：
记者：障碍在哪？
周望军：
周望军：障碍在哪就是各自为政，我们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当然谁都不服。
记者：
记者：当然是谁都吃亏？

周望军：
周望军：我宁愿谁都吃亏，我也不服你，我宁愿吃亏也不服你。谁愿意谈去谈，当然政府也
有责任引导他。是个长期的问题。
在周望军看来，
在周望军看来，令我们最为尴尬的是，
令我们最为尴尬的是，不但在进口过程中，
不但在进口过程中，我们缺少定价的话语权，
我们缺少定价的话语权，就连
我们的出口，
，同样也面临着被动局面。
我们的出口
同样也面临着被动局面。
周望军：
周望军：进口所以你的价格人家定的，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你出口产品的定价，
你知道吗，这是最要命的，我们出口的东西也是人家定价。
记者：
记者：这又为什么？
周望军：
周望军：为了整合，为了发展规模，也是互相打折卖给外国人的，这是内部的问题。这将来
政府是要引导的，比如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我们能不能编一个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我们能
不能组成一个集团，派一些代表，跟国外的采购商也好，跟国外的商品售卖者也好去谈判，
这些事情可以去做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意识。
记者：
记者：所以好多人还以为说，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但是按您这个说法，其实
是由市场经济不够成熟完备的。
周望军：
周望军：发育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足够成熟不存在这些问题。
记者：
记者：我们离那天还有多远，您觉得？
周望军：
周望军：人家搞了 300 多年还是在不断完善过程当中，我们搞的 18 年怎么可能比人家 300
多年还完善呢？

17 物价问题可以影响政权巩固
周望军从事物价工作长达 23 年时间，
年时间，近年来，
近年来，他组织应对了生猪、
他组织应对了生猪、蔬菜等价格的大幅上涨，
蔬菜等价格的大幅上涨，
并牵头负责管理通胀预期的工作。
对于稳定物价的重要性，
他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并牵头负责管理通胀预期的工作
。对于稳定物价的重要性
，他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
周望军：
周望军：贪污腐败问题，物价问题，可以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权的巩固，这是温总理的原
话，我很赞同这句话的。
记者：
记者：会有这么严重吗？
周望军：
周望军：那看什么程度了，历史上有过经验教训的。
记者：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周望军：
周望军：因为物价涨了，老百姓生活成本增加了，生活压力加大了，如果政府不控制物价的
上涨，任其发展，将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严重的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我们政府失掉民
心，问题严重就在这，所以物价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