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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复苏动能增强：投资强劲反弹，外需值得期待 

整体投资在基建和房地产的带动下强劲反弹，进口增速大幅飙升，再加上出

口一定程度的恢复，整个经济复苏的动能在增强。市场较为忧虑的是，基建

投资是否能够持续，如果房地产投资未来下行之后，整体投资能否扛住？ 

在我们的假设情景下，即使房地产出现较明显的滑落（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房

地产政策的调控力度），2017 年投资实现 9%的增长并不难，那我们又何必

为那些概率还很小的可能性而忧心忡忡呢。 

在中性偏悲观的基准假设下，今年实现投资 9%的增长并不难。按照 2013

年房地产投资下滑的速度，一年内下滑了近 6 个百分点，我们假设房地产投

资掉到 1%；考虑到一些省份上调了投资目标，今年又是十九大之年，基建

投资小幅上升是可以期待的，假设基建投资从去年的 15.7%小幅上升到 18%；

另外，假设制造业仅仅是处于一个补库存阶段，制造业投资处于非常缓慢的

恢复当中，假设今年能大致恢复到 2015 年底 7.5%的水平，这样就能轻松实

现发改委制定的 9%的投资增长目标。 

在较为乐观的假设情景下，今年投资甚至会达到 9.5%-10%。假设房地产的

调整较为温和，房地产投资只下降到 3%-4%，从年初的房市反弹看，房市的

韧劲十足，调控的力度并不是很强，这种房市偏乐观的情景变成现实的可能

性在增大。近期一些热点城市纷纷再度加码房地产调控，则从侧面印证了

“930”并未对房市的上升势头产生很好的抑制。如果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更强，基建投资恢复到 20%，那么整体投资就会升至 10%。考虑到往年基建

投资常常前高后第，若是基建投资维持中性的 18%的速度，整体投资也能到

9.5%。 

在较为悲观的情景下，今年投资可能会跌至 7.5%，但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

低。其隐含的假设是：房地产投资掉到偏悲观的 1%；地方政府在政治大年

毫无投资冲动，基建投资仅维持去年 16%的速度；制造业补库存在去年已经

完成，制造业投资仅有 4.2%的增长。 

 央行“加息”仅是随行就市吗？ 

在美联储刚刚加息之际，中国央行也上调了逆回购和 MLF 利率，这既是货

币政策偏紧趋势的延续，是对市场利率上升的随行就市，也有利于稳定中美

利差，缓和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此次“加息”伴随着央行还开展 3030 亿 MLF 操作，由于近期并没有 MLF

到期，这明显是对利率上调的对冲。正如央行指出的，“公开市场操作有自

己的量、价目标，当侧重点在价的目标时，量（招标规模）就要随行就市；

当侧重于操作量时，价格（中标利率）就会随行就市。”既然价格是“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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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那么就自然侧重“操作量”，所以 3030 亿的量才是关键。 

 美联储加息“鹰”中带“鸽” 

3 月 15 日，美联储 FOMC 会议如期加息，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区间 0.25%，

至 0.75-1%。伴随美联储加息利好出尽，美元大跌，黄金和全球股市大涨。

FOMC 会议声明中透露“鸽派信息”、卡什卡利意外反对加息，使得市场解

读美联储态度不够鹰派。 

 风险提示： 

房地产政策全面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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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复苏动能增强：投资强劲反弹，外需值得期待 

整体投资在基建和房地产的带动下强劲反弹，进口增速大幅飙升，再加上出口一定

程度的恢复，整个经济复苏的动能在增强。市场较为忧虑的是，基建投资是否能够持续，

如果房地产投资未来下行之后，整体投资能否扛住？ 

在我们的假设情景下，即使房地产出现较明显的滑落（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房地产政

策的调控力度），2017 年投资实现 9%的增长并不难，那我们又何必为那些概率还很小

的可能性而忧心忡忡呢。 

在中性偏悲观的基准假设下，今年实现投资 9%的增长并不难。按照 2013 年房地产

投资下滑的速度，一年内下滑了近 6 个百分点，我们假设房地产投资掉到 1%；考虑到

一些省份上调了投资目标，今年又是十九大之年，基建投资小幅上升是可以期待的，假

设基建投资从去年的 15.7%小幅上升到 18%；另外，假设制造业仅仅是处于一个补库存

阶段，制造业投资处于非常缓慢的恢复当中，假设今年能大致恢复到 2015 年底 7.5%的

水平，这样就能轻松实现发改委制定的 9%的投资增长目标。 

在较为乐观的假设情景下，今年投资甚至会达到 9.5%-10%。假设房地产的调整较

为温和，房地产投资只下降到 3%-4%，从年初的房市反弹看，房市的韧劲十足，调控的

力度并不是很强，这种房市偏乐观的情景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在增大。近期一些热点城市

纷纷再度加码房地产调控，则从侧面印证了“930”并未对房市的上升势头产生很好的

抑制。如果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更强，基建投资恢复到 20%，那么整体投资就会升至 10%。

考虑到往年基建投资常常前高后第，若是基建投资维持中性的 18%的速度，整体投资也

能到 9.5%。 

在较为悲观的情景下，今年投资可能会跌至 7.5%，但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低。其隐

含的假设是：房地产投资掉到偏悲观的 1%；地方政府在政治大年毫无投资冲动，基建投

资仅维持去年 16%的速度；制造业补库存在去年已经完成，制造业投资仅有 4.2%的增

长。 

（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超预期，非汽车类消费仍向好 

1、工业小幅回升 

去年二季度以后，随着工业利润的改善，工业同比增速大致都在 6%以上窄幅波动，

维持平稳运行态势。1-2 月份工业同比上升到 6.3%，比去年底上升 0.3 个百分点，上升

幅度已经比较可观。从 3 月上半月看，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同比增长超过 15%，强

度比 1-2 月份有增不减，预示着工业上升的动能似乎还在走强。我们预计，3 月工业增

速将继续上升至 6.4%。 

2、基建热情高涨，未来房地产调整较温和 

年初基建投资增速大幅回升。1-2 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1.3%，增速比去年全

年回升 5.5 个百分点。一些省份上调了 2017 年投资增长目标，而发改委给出的 2017 年

全国投资目标为 9%，也明显高于 2016 年 8.1%的增速。可见，政府对于投资回升充满

信心，而去年较低的基建投资给未来留下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8.9%，增速比去年全年大幅上升 2 个

百分点。从销售情况看，年初有所回暖。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054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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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25.1%，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由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房地产调

控主要针对热点城市，并不是针对全局的房地产调控。2013年至 2014年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平均上升超 70bp，如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宏观层面上的房贷利率上升，整个调控的

力度和效果看起来比此前市场预期的要温和。虽然近期一些城市出台了更加严厉的限购

政策，但如果缺乏全局性的紧缩，尤其是房贷利率的提升，房市的调整都会比较温和。 

图表1： 工业和发电量平稳  图表2： 基建投资大幅反弹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1-2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4%，增速比去年全年上升 0.1个百分点，但比去年11、

12 月平均 9%的同比增长略有下降。是否意味着制造业的补库存力度开始减弱，还要进

一步观察。 

展望未来，房地产投资持续保持强势可能并不现实，但只要回落较为温和，在制造

业投资缓慢回升和基建投资强势的情况下，整体投资增速的中枢将会提升到 9%附近。 

3、汽车销售干扰整个消费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9.5%，增速比去年全年大幅下降 1.4 个百

分点，主要来自汽车销量的大幅下滑。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有所减少，导致年初汽车销量

大幅下降，1-2 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增速比去年 12 月大幅回落 15.4 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由于房市的强劲以及油价维持相对高位，家具消费、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

费和石油制品消费增速有明显提高。我们估计，扣除汽车后的零售同比增速为 10.6%，

比去年四季度 10%的增长有所上升，非汽车类消费仍向好，所以对消费也不必过分悲观。 

（二）幸福的逆差，外需值得期待 

外需的情况也在逐步改善。1-2 月出口同比增长 4%，比去年四季度-5.2%的增速明

显回升。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较好，尤其是美国经济持续向好，使得中

国的出口持续改善。 

2 月制造业 PMI 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8，是 2013 年 3 月以来的最好水平；2

月美国制造业 PMI为 57.7，是 2015 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外需导向型的韩国 2 月出口同

比更是增长 20.2%，创下近五年新高。我们预计，2017年出口增速将告别此前两年负增

长的局面，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有力支撑。 

2 月意外出现了 91.5 亿美元的逆差，是三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逆差的产生主要

0

5

10

15

20

25

-5

0

5

10

15

20

2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发电量 工业 

%yoy 

0

10

20

30

2013 2014 2015 2015 2016

总投资 房地产投资 

制造业投资 基建投资 

%累计同比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6 / 10 

是由于春节错位的干扰，以及进口的超预期大幅增长。整体来看，1-2 月份内外需都在

走强，2 月的逆差只是幸福的烦恼。 

图表3： 进出口明显改善  图表4： 汽车拖累消费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二、央行“加息”仅是随行就市吗？ 

在美联储刚刚加息之际，中国央行也上调了逆回购和 MLF 利率，这既是货币政策偏

紧趋势的延续，是对市场利率上升的随行就市，也有利于稳定中美利差，缓和人民币的

贬值压力。 

此次“加息”伴随着央行还开展 3030 亿 MLF 操作，由于近期并没有 MLF 到期，

这明显是对利率上调的对冲。正如央行指出的，“公开市场操作有自己的量、价目标，当

侧重点在价的目标时，量（招标规模）就要随行就市；当侧重于操作量时，价格（中标

利率）就会随行就市。”既然价格是“随行就市”，那么就自然侧重“操作量”，所以 3030

亿的量才是关键。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此次加息： 

其一，是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的需要，也是货币政策偏紧趋势的延续。在《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中指出，去年四季度以

来，“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动力较强，部分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显然，今年以来的逆回购

和 MLF 利率上调瞄准着过高的信贷冲动，和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 

央行指出，“中标利率跟着市场利率走也是正常的”，表面上看是随行就市，减少套

利空间，但是为什么市场利率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会明显上行，显然也有央行主动引导和

调控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偏紧趋势的延续。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处在转变当中，仍

然保留着存贷款基准利率。相比较而言，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的传统“加息”表露出的

主动意图更强，力度也更强。 

其二，经济复苏动能增强，PPI 通胀压力持续增大，为政策收紧提供了支撑。一方

面，1-2 月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强劲，工业也小幅回升，出口形势有所改善，使得经济复苏

的动能增强，稳增长退居次要位置。另一方面，虽然 CPI并不高，但 PPI已经攀升至 8%

附近，PPI通胀压力的上升也增加了货币收紧的必要。 

其三，跟随美联储加息，稳定中美利差，有利于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选择与

美联储同一天“加息”，稳定人民币的意图明显。至此，今年美国基准利率上调 25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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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逆回购和 MLF 利率累计上调 20bp，使中美利差大致稳定。从此次美联储会议看，

仍然维持着今年加息三次的预期，并没有释放更为鹰派的信号，短期内美元升值的动能

有所减弱。在内外形势缓和的情况下，我们预计，最近几个月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估计会

大为缓和。 

三、美联储加息“鹰”中带“鸽” 

3月15日，美联储FOMC会议如期加息，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区间0.25%，至0.75-1%。

伴随美联储加息利好出尽，美元大跌，黄金和全球股市大涨。 

面对加息，市场表现得却像“降息”，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市场已提前消化美联储

加息预期。会议召开前，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2017 年加息 3 次的概率是 62%，

普遍认为今年加息 3 次，此次会议未超预期。第二，FOMC 会议声明中透露“鸽派信息”、

卡什卡利意外反对加息，使得市场解读美联储态度不够鹰派，实质上“鹰”中带“鸽”。 

图表5： 加息前后的市场预期变化不大  图表6： 加息后全球股市和黄金大涨 

 

 

 

资料来源：CME，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3 月 15 日 FOMC 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表述上变化较大，在“通货

膨胀目标”之前，加入了“对称（symmetric）”一词，暗示了“鸽派”态度。美联储主

席耶伦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运用“寻求政策对称性”的用词，暗示可以容忍通货膨胀率在

一定时间内略高于 2%。而且，此次会议纪要中，特别强调了“剔除能源、食品的通货膨

胀率保持不变，仍然低于 2%的目标”，对通胀的预测措辞上也将“接近 2%的目标(rise to 

2 percent)”改为“稳定在 2%左右（around 2 percent ）”，而且美联储官员们并没有调

整对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测，也表明美联储并不希望采取激进的路径实现加息，对通胀容

忍态度有所上升。 

另外，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2017 年票委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Neel T 

Kashkari)在此次会议上对加息持反对意见，意外的表明鸽派态度。此前，卡什卡利的发

言都十分中性。 

从 3 月会前美联储官员“鹰风阵阵”急推加息，到会后耶伦“寻求政策对称性”、卡

什卡利反对加息的“鸽派态度”，美联储内部似乎出现了一些分歧。然而，美联储官员对

于 2017 年加息三次的意见是相对一致的。我们认为，美联储之所以在 3 月加息之后，

态度有所缓和，主要在于美联储希望平滑整个加息进程，为今年加息 3次，甚至 4次留

下腾挪的时间和空间；但同时，仅从目前美国通胀数据看，还不足以让联储发表更加“鹰

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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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3 月美联储会议声明对比 

  2017/3/15 会议  2017/1/31 会议  

对经济形势的

分析和判断 

经济 就业市场继续增强，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步幅扩张 就业市场继续增强，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步幅扩

张 

就业 就业增长保持稳健 就业增长保持稳健 

失业率近月没有变化 失业率接近近期低位 

消费 家庭支出继续温和增长 家庭支出继续温和增长 

投资 企业固定投资出现稳定迹象 企业固定投资保持疲弱 

信心指数   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指标近期已有改善 

物价 通胀近几季上升，接近委员会的 2%较长期目标。排

除能源、食品价格的通胀保持不变，略低于 2% 

通胀近几季上升，但仍低于委员会的 2%较长期

目标。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指标仍处于低位，多

数基于调查的指标显示，较长期通胀预期基本上

变动不大。 

政策决定 形势预测 随着货币政策立场的逐步调整，经济活动将温和扩

张，就业市场状况将进一步有所增强，预计通胀将

在中期稳定在 2%左右。 

随着货币政策立场的逐步调整，经济活动将温和

扩张，就业市场状况将进一步有所增强，预计通

胀将在中期升至 2%。 

风险 经济前景的短期风险看来大致均衡。 经济前景的短期风险看来大致均衡。 

利率决议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0.75-1%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0.50-0.75% 

货币政策倾向 货币政策立场保持宽松，因此会支持就业市场状况

进一步改善，并带动通胀持续回升至 2%。 

货币政策立场保持宽松，因此会支持就业市场状

况进一步改善，并带动通胀回升至 2%。 

  委员会将根据对称的通胀目标严密监测实际和名义

通胀 

委员会将基于通胀目标，根据通胀与 2%的差额

变动严密监实际和名义通胀 

持有资产 维持把所持机构债和机构 MBS 回笼本金再投资到

机构 MBS的现有政策，以及通过标购继续延长所持

公债年期。委员会预计将保持这些做法，直至联邦

基金利率水准正常化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 

维持把所持机构债和机构 MBS 回笼本金再投资

到机构 MBS 的现有政策，以及通过标购继续延

长所持公债年期。委员会预计将保持这些做法，

直至联邦基金利率水准正常化进行了相当长一段

时间后。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1票反对：卡什卡利(Neel T Kashkari)反

对，他希望保持原有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全票通过 

资料来源：Fe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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