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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金融板块 

中国：CPI 三季度下滑，鉴于猪周期复苏，生猪存栏反映供给不足还

会推升猪价，去年四季度低基数效应，今年四季度判断 CPI 同比走

高，通胀温和抬升；工业实体端，三季度企稳向好，PPI 出厂材料价

格降幅收窄回报至企业营收，PMI 新订单和产成品库存加大突出较

健康的供需缺口差值，工业增加值稳中有升，并得到发电耗煤、粗

钢产量等高频数据验证，10 月的三季度 GDP 增速将会进一步检验；

M1、M2 呈剪刀差，货币活性化趋势明显，股市不振使证券保证金流

出、房市火爆把居民段存款转换为企业端存款，资产荒使企业持币

观望是主要原因，房市开启严格限购，表明政府遏制过度投机、去

杠杆的态度，房市先行指标显示未来不振，还需结合货币政策和信

贷投放判断。我们判断四季度政府会在 PPP 项目落地、供给侧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等重点概念上耕耘。 

美国：美联储 9 月不加息较为合适。其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未知，

不必在政治风险前再叠加货币政策风险；其二，美联储过早加息对

全球各类市场如欧洲银行业、南美铜矿出口贸易、新兴市场房地产

等造成冲击；其三，美联储官员精擅口头干预，且多次尝试效果拔

群，在边际效用大幅度衰弱前仍不失为好方法。如果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其提出的企业、产业链迁回（用降税来激励）、贸易保护

政策（针对中国、墨西哥）以及较偏激的民族主义搅动政治或战争

冲突需要特别主义，目前来看，不加息是保证特朗普班子扩大财政

支出、贸易保护等措施的基础。 

日欧：日本央行 9 月不加息，改采用新手段。核心其实就是要继续

宽松。其一，控制收益率曲线，使得未来购买国债的限制更少，范

围更广。其二，收益率曲线更陡峭，降低中端企业融资成本，同时

减少长端利率对银行、保险业的冲击。其三，通胀超调的承诺表达

了日央行将宽松进行下去的决心。 

       欧洲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不断酝酿，意大利公投修宪在即，由

于受到欧盟多重政策约束，意主动去杠杆意愿和实际操作效率有落

差。欧洲人口结构老化叠加高福利社会制度，令整个经济状况承压。

不好的移民、难民政策，挤压当地人福利、就业空间，激化双方矛

盾，存在潜在地缘、宗教、政治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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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宏观 

第三季度回顾，我们一从 CPI、PPI 等价格指数分析三季度通货膨胀水平，一从 PMI、工 

业增加值等观察实体工业库存、增长水平，最后由货币（M1、M2）向房地产过渡分析。 

   第三季度 CPI 同、环比回落明显（图 1），8 月 CPI 同比降至 1.3%。CPI 中猪肉贡献较多，

二季度 CPI 猪肉同比明显回落。传统猪周期的传递逻辑是：生猪存栏减少即供应持续下降——

猪价渐渐走高导致猪粮比（养猪利润）反弹——养殖户补栏生猪或能繁母猪——供应增加，猪

价承压，以上是一个大致完整的周期。目前来看，生猪存栏虽有反弹但仍处相对低位，猪粮比

有回落但仍出相对高位（图 2），意味着相对丰厚的养殖利润会刺激养殖户补栏，而供应补充

到超供应还需要时间填充，因此后期猪价中期看涨，结合去年四季度 CPI 低基数。我们判断四

季度 CPI 会回升，带动通胀回调即达到温和通胀的水平。 

        图 1：CPI 同比、环比趋降                      图 2：生猪、能繁母猪存栏同比 

 

数据源：Wind,中粮期货研究院 

再看工业实体经济端，分解维度较多。PPI 同、环比降幅收窄（图 3），PPI 是工业品出厂

材料价格，反映出工厂营收好转。PMI 景气指数来看，主要关注新订单和产成品库存指数前者

反映需求端，后者反映供应端，两者的产值反映供需缺口，同时也是考量 CPI 同环比变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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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照指标。PMI 新订单指数同比走高，产成品库存呈现去库存节奏（图 4），同比走弱，二

者差值走阔反映较好的供需缺口水平，也验证了我们判断四季度 CPI 反弹的判断（供需法）。

而工业增加值也是同比稳中有升，该指标用粗钢产量、发电耗煤量等细项指标均能得到验证。

整合来看，从工业实体出发，国内三季度宏观经济基本企稳，这在 10 月出的三季度 GDP 增长

速度会进一步得到检验。 

图 3：PPI 全部工业品同、环比           图 4：PMI 新订单、产成品库存（模拟供需缺口） 

  
数据源：Wind,中粮期货研究院 

最后看货币供应和房市结合。8 月房价继续上涨，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有所增加。分城看，

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同比上涨城市个

数略有增加。分城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在连续三个月收窄后有

所扩大，二、三线城市继续扩大。同样可以从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环比可以直观的看出（图

5、6）。 

       图 5：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                        图 6：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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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Wind,中粮期货研究院 

房地产泡沫或者说名义价值大于实际价值，是一个系统性的现象。既有土地财政的因素，

即地方政府以低成本供地来招商引资、吸引实体企业，借此带动当地工业增加值以及 GDP，

从而给出好的地方财政表现，而剩余的土地为了弥补成本只得抬价供应，价格从开放商处开始

虚价传导。再被购房者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效应哄抬，投资需求迅速盖过居住的刚性需求。因此

由于财政需要而作用在土地之上，不难理解土地财政称谓的由来。 

另一端，从货币层面来看。M1、M2 剪刀差，M1 走高伴随 M2 回落（图 7），实际上是一

个货币活性化的过程。其背后，在房地产市场泡沫几乎永不破灭的情况下，大量货币由居民端

的存款、储蓄流入到房地产开发商的营业收入之中，而由于资产荒使得大量资本流入无处可投，

造成了企业端持币观望的态度。更多体现在新增人民币贷款下的细项，即居民端中长期贷款（主

要是房贷）（图 8）；同时，住房公积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房贷还款方式存在着，并且贷款

和缴款比也在不断上升。经济环境不佳使得工资端收入减少，对应公积金缴款相应减少，而由

于房贷需求抬升，二者的比值不断攀升。 

   图 7：M1、M2 同比（货币更趋活性）           图 8：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居民户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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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Wind,中粮期货研究院 

   存款、贷款一体两面，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贷款是银行的资产。由于图 3 的剪刀差，明显

看出存款趋少，货币的三大特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中，在资产荒时代，持有人更看

重流动性。而从央行近期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重新启动逆回购如 14 天期和 28 天期逆回购，显

有锁长放短的倾向。从货币政策而言，是偏紧的，而不是一味宽松。从货币端来看，房市可能

偏降温，并且如南京等省市已开启限购。房地产扮演的角色重要，经济下行时地方政府控制土

地供应抬升房价，房市泡沫过热时限贷限购抑制一下资产泡沫。 

结合像美国佛罗里达地产泡沫、日本失落的十年、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地产泡

沫和我国 92 年海南炒房，房地产强关联周期毋庸置疑，而共同的条件就是货币政策宽松和本

币升值吸引外资疯炒房地产，而这两者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尚没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后期的房市，还需关注固定资产投资、社会融资规模里如新增人民币贷款，包括细化到钢

铁、水泥产量和价格。可以说房地产背后的资产泡沫、资产荒、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以及债

转股试点、PPP 基建改造类项目落地，都是牵扯在宏观经济的要素里的，需要密切关注各指标

的同环比变化。当然，海外冲击如原油反弹、美联储 12 月底加息等都是需要结合来看的。 

0

5

10

15

20

25

30

2015/01 2015/05 2015/09 2016/01 2016/05

% 

M1同比 M2同比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5/01 2015/05 2015/09 2016/01 2016/05

亿元 

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居民户:中长期:当月值 



宏观月报 

  免责声明 

本报告信息全部来源于公开性资料，本报告观点可能会与相应公司的投资发展策略或相关商品价格趋势产生分歧，本报告不对所涉及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作任何保证。因此本报告仅可视为经济及金融信息参考但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且不为任何投资行为负责。 6 

国内宏观总结：CPI 三季度下滑，鉴于猪周期复苏，生猪存栏反映供给不足还会推升猪价，

去年四季度低基数效应，今年四季度判断 CPI 同比走高，通胀温和抬升；工业实体端，三季度

企稳向好，PPI 出厂材料价格降幅收窄回报至企业营收，PMI 新订单和产成品库存加大突出较

健康的供需缺口差值，工业增加值稳中有升，并得到发电耗煤、粗钢产量等高频数据验证，10

月的三季度 GDP 增速将会进一步检验；M1、M2 呈剪刀差，货币活性化趋势明显，股市不振

使证券保证金流出、房市火爆把居民段存款转换为企业端存款，资产荒使企业持币观望是主要

原因，房市开启严格限购，表明政府遏制过度投机、去杠杆的态度，房市先行指标显示未来不

振，还需结合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判断。我们判断四季度政府会在 PPP 项目落地、供给侧改

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重点概念上耕耘。 

二、 国际宏观 

   美国： 9 月美联储议息会，美联储决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25%-0.5%不变。 

   美联储决议申明：美联储决议声明：就业增速稳定，家庭开支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短期

风险似乎“大致平衡”。就业市场已经继续走强，经济活动自上半年开始回暖。下调 2016 年

GDP 预期 0.2 个百分点至增长 1.8%，因为上半年疲软，但维持 2017 年及之后的预期不变。重

申通胀率仍然低于目标，基于市场的通胀预期（即通胀保值国债/TIPS 的均衡率）仍然偏低，

仍然预计通胀率中期回升至 2%。重申在决定何时加息时将继续评估国际形势的发展。重申将

循序渐进地调整货币政策，经济活动将温和扩张，就业市场将走强。预计经济形势将保证“只

会循序渐进地上调”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委员们以 7-3 决定维持利率在当前水平不变，17 名决

策者中有 14 人认为年底前至少会加息一次。梅斯特、乔治和罗森格林对此次决议声明持不同

意见，他们倾向于加息。 

      我们认为美联储暂不加息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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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美国总统大选尚未见分晓，现在基本进入到争取摇摆州选票的白热化阶段，本来

在奥运会后远远落后的特朗普，由于希拉里健康问题、一直被诟病的邮件泄露和个人基金等事

件，竟慢慢追赶上来。而偏民主党的美联储主席耶伦显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插一手来给竞选前

的气氛添乱。 

其二，美联储 9 月加息冲击较大。易受冲击资产标的如新兴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南美等

矿产资源国出口、欧洲银行业（如意大利严重败坏账情况）等，可以说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

而在本周报的国内宏观部分，我们提及了历史上多次房地产危机或者金融危机，都是由于宽松

时间长导致各国资产泡沫积聚，而后被美联储加息悍然刺破。那么我们看全球各大经济体或资

产表现，显然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欧洲面临英国退欧、银行业败坏账如意大利、德国女总理默

克尔准入难民后遗症不仅创伤经济、就业，更难以弥合种族矛盾，欧元区处境堪忧，但从 GDP

增速和 CPI 同比就难见起色；日本，维持利率决议不变，负利率效果虽有但边际效用必然持续

下降，消费税延后是否能促进通胀未可知，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才是真正无法避

免的。还要和我国在南海各种摩擦，在中、美、日三国之间维持危险的平衡；中国面临供给侧

改革、经济增速严重下滑，L 型经济走势、房地产泡沫、杠杆高企等多重问题叠加，全球经济

需求引擎恐怕威力也不如前。 

由上可见，大经济体们并不能遭受住美联储过少加息。美联储加息不仅仅是对本国经济

状况的针对性操作，更多要考虑到全球经济体宏观经济节奏的联动。欧、日央行按兵不动的情

况下，美联储 9 月悍然加息的理据显然是不充足的。 

其三，美联储口头干预能力和实践效果出色。从决议申明中，我们也标记出了重点的黑

体字，即“17 名决策者中有 14 人认为年底前至少会加息一次”，充分表达了对年底加息的前

景预期。也就是在不加息的决策后，通过鹰派的申明来对冲相对弱势的货币政策表现。况且之

前即使在超弱非农、ISM 制造业指数不佳、CPI 走弱等经济数据意外频出之后，美联储官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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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通过机智的话语来口头干预。那之后的加息时点，恐怕要到口头干预边际效用递减至低点

之后再落实加息。 

那我们对于 12 月加息或者说今年一次加息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第四季度依旧是紧盯

几组经济数据如非农就业、CPI 和核心 CPI、ISM 制造业指数以及欧元、日元等非美系主力货

币和各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来判断美元走势。 

再者就是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风险和影响揭示。 

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更有短长，前者是更老道的政治家，后者在嘲讽和质疑中一

路逆袭。虽然特朗普的竞选宣言里包括了加息，但是归纳其主要核心理念，不加息才是正确的

配套方案。 

首先特朗普企图通过降税、产业链回归等措施引导美国企业回归，一举两得，既带动企

业营收回馈本国，虽然税率下降，但整体税收在税基抬升的情况下不一定下降，而企业迁回必

然带动就业上升。 

接着是偏激进的贸易保护，主要针对墨西哥和中国，中国不但是美国主要出口国也同时

是主要进口国，如果进行贸易保护，其中包括提高关税等手段，无疑会影响到我国出口创汇能

力，贸易顺差持续收窄甚至转为贸易逆差，外汇占款减少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力度削弱，以上

是一系列连锁的传导结果。 

最后是离题较远的民族主义，厚此薄彼。对中东的强烈抨击、对墨西哥人的阻隔在外、

对 ISIS 输油管声称的轰炸，其引发地缘冲突风险较大，对各国静态平衡有所影响。 

由上可见，特朗普的核心政策利多美国、美元指数，同时其风险系数大增将利空大部分

非美风险资产，并且需要不加息来缓冲其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企业制造链迁回等措施。 

美国宏观总结：美联储 9 月不加息较为合适。其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未知，不必在政

治风险前再叠加货币政策风险；其二，美联储过早加息对全球各类市场如欧洲银行业、南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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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出口贸易、新兴市场房地产等造成冲击；其三，美联储官员精擅口头干预，且多次尝试效果

拔群，在边际效用大幅度衰弱前仍不失为好方法。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提出的企业、

产业链迁回（用降税来激励）、贸易保护政策（针对中国、墨西哥）以及较偏激的民族主义搅

动政治或战争冲突需要特别主义，目前来看，不加息是保证特朗普班子扩大财政支出、贸易保

护等措施的基础。 

    日欧： 

日本央行 9 月议息会议做出决定：第一，维持-0.1%的政策利率不变，维持基础货币年增

幅 80 万亿日元的计划不变；第二，修改了 QQE 的政策框架，注重收益率曲线控制。新的 QQE

框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调节短端以及长端利率，将继续购买日本国债直至 10 期国债收

益率保持在 0 附近；同时日本央行做出通胀超调承诺，承诺扩大基础货币水平直至 CPI 超越

2%的目标，并且稳定在 2%的上方。此外，日本央行将 ETF 的购买规模继续维持在 5.7 万亿日

元，但是其投向有所调整，2.7 万亿日元将用于针对追踪东证指数的 ETF 购买，剩余的 3 万亿

日元将用于购买追踪东证指数、日经 225 指数以及 JPX-Nikkei 400 指数的 ETF。 

这次算是新招了，核心其实就是要继续宽松。其一，控制收益率曲线，使得未来购买国

债的限制更少，范围更广。其二，收益率曲线更陡峭，降低中端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减少长端

利率对银行、保险业的冲击。其三，通胀超调的承诺表达了日央行将宽松进行下去的决心。 

日央行的意图无非是改善通缩。日元兑美元升值、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生产率瓶颈，

叠加通胀难抬头，给日央行施压甚大，至于新措施能否挽救通胀，还需继续观察后期的 CPI

等指标和日元兑美元情况。 

而欧洲方面，马上要进行公投修宪，以意大利为代表的银行业危机，债务占国家 GDP

比例颇高，有过度杠杆导致资金链断裂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危机。另外是中长期的问题，如人

口结构，生育动力降低导致生育能力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而欧洲高福利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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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很依赖劳动力创造带来的税收，不好的人口结构和高福利无疑会令整个经济面承压。包括

像德国女总理开放的移民、难民政策，都对欧洲人口宗教成分、移民就业补贴对当地人就业、

福利的冲击，都会激化相应矛盾，产生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 

当然，日欧的举措最终还是要盯住美国，大国或者说大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关联度来

到了空前密切的地步。 

以上信息全部来源于合法取得的资料，观点仅供参考，因条件所限实际结果可能有很大不

同。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客户也可能进行相关品种的交易。以上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且不

为任何投资行为负责，投资者务必独立进行交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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