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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及内容摘要

 8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6.1%，符合预期，较上月小幅反弹 0.1

个百分点。发电量创新高受 8 月用电高峰推动，以及内需相对稳定拉动水泥

产量持续回升。9月上旬，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仅 65.04 万吨，不及 8月

的 76.36 万吨，9月工业生产增速将有回落，而当前有关环保限产力度消息频

发，力度或有放松可能，对后期工业生产增速或有拉动。

 1-8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5.3%，低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并未如预期

出现反弹。三大投资中，基建投资增速回落 1.5%至 4.2%，仍是拖累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8月社会融资额中，基建投资非标融资压力已进一步缓

解，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撑，后期基建投资将大概率回升。

 在中美贸易影响下，高技术行业投资受国家战略上支持，其高增速将会延续，

加上传统制造业产能出清后的投资增速不断改善，综合影响持制造业投资增

长稳中有升。

 受土地购置面积及成交价款在 2017 年底开始回落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滞后

一年，也就是在今年四季度有回落压力。另外，北京公积金出台“913 新政”，

认房又认贷。房屋销售在限价限贷政策影响下增速不会有太大回升，进而会

影响房地产商自筹资金的来源，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会形成抑制。但考

虑到目前商品房待售面积降幅开始收窄，房地产库存已处相对低位，使得后

期房地产投资增速调整空间不会太大。

 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9.0%，好于预期，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

点。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回升，主因是日用品类、金银珠宝类

和化妆品类消费回升明显，受汽车类和通讯器材类消费下滑替代效应影响。

2018 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中枢明显较前两年下滑，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加大，后期消费增速受内需相对稳定影响将保持 9%左右的平稳增长，难以有

较大升幅。

 8 月，工业产出小幅反弹，国内环保限产力度或有放松预期，供给压力有一

定缓解。而需求方面，8 月投资增速仍受基建拖累，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撑，

后期基建投资将大概率回升。中美贸易或有新一轮谈判，对需求端影响尚不

明确。房屋销售在限价限贷政策影响下增速不会有太大回升，在供需两端没

有明显改善提振影响下，消费端不会有大幅提升。另外，目前汇率层面对货

币政策也有制约，综合而言，对资产价格并不乐观，短期上方承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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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产出维持平稳 投资消费整体走弱

（1）工业生产小幅反弹

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6.1%，符合预期，较上月小幅反弹 0.1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8

月，制造业同比增速 6.1%，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电燃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 9.9%，较上月回升 0.9 个

百分点；采矿业增速 2.0%，回升 0.7 个百分点（见图 1）。制造业行业细分来看，汽车制造业当月同比增

速 1.9%，较 7月大幅回落 4.4%，主要是受 7 月汽车关税减让及今年购置税优惠取消影响；其次是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回落了 0.7 个百分点，受环保限产影响较大；两者综合对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反弹

幅度形成抑制。

主要工业品产量中，8 月发电量当月同比 7.3%、发电设备 13.4%、水泥 5.0%、天然原油 0.2%，较 7 月

分别回升 1.6、34、3.4 和 2.8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产量增长也较为明显，发电量创新高受 8 月用电高峰

推动，以及内需相对稳定拉动水泥产量持续回升。其他工业品产量增长呈现回落，其中，受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集成电路 8月产量增速再度下滑 6.2%至 5.8%，远不及去年同期（见图 2）。9 月上旬，6 大发电集团

日均耗煤量仅 65.04 万吨，不及 8 月的 76.36 万吨，9 月工业生产增速将有回落，而当前有关环保限产力度

消息频发，力度或有放松可能，对后期工业生产增速或有拉动。

图 1：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 2：主要工业品产量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

（2）基建增速仍拖累固定投资

1-8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5.3%，低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并未如预期出现反弹。三大投资中，

基建投资增速回落 1.5%至 4.2%，已是连续 8 个月持续下滑，仍是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房地

产投资增速 10.1%，小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 7.5%，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是自 3 月以

来连续 5 个月上涨（见图 3）。

1-8 月，基建投资增速虽延续前期下滑态势，但 8月社会融资额中，基建投资非标融资压力已进一步缓

解，显示基建投资资金面的继续改善；同时，8月新增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持平于 7 月 13.2%的年内高点，基

建投资贷款来源支撑依旧强劲。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撑，后期基建投资将大概率回升。



3 / 5

宏观战略研究中心

图 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 4：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

1-8 月，制造业投资持续回升仍受计算机通信、通用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速拉动，医药制造

业投资增速自年初以来持续回升，化学原料及有色冶炼等传统制造业投资随着产能逐步出清，其投资增速

也有好转，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速结束 2 年来的负增长回升至 1.2%（见图 4）。在中美贸易

影响下，高技术行业投资受国家战略上支持，其高增速将会延续，加上传统制造业产能出清后的投资增速

不断改善，综合影响持制造业投资增长稳中有升。

房地产开发方面，1-8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4.0%，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而房屋新开

工面积增速 15.9%，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15.6%，分别较上月反弹 1.5 和 4.3 个百分点（见图 5）。商品

房销售增速受限价及贷款利率收紧影响保持在相对低位，但较 4 月的最低点 1.3%也回升了 2.7 个百分点。

受土地购置面积及成交价款在 2017 年底开始回落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滞后一年，也就是在今年四季度有

回落压力。另外，北京公积金出台“913 新政”，认房又认贷，从 9 月 17 日正式实施。北京作为风向标，

后续各大城市或也将有所政策出台，在限价基础上这对商品房销售又是一大压制。

图 5：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 6：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

从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看，8 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合计累计同比 6.9%，较上月回升 0.5 个百分点，

其中，自筹资金增速 11.2%，较上月回升 0.8 个百分点，是拉动资金来源的主要因素；国内贷款和个人按揭

仍处于负增长，但降幅有所收窄。房屋销售在限价限贷政策影响下增速不会有太大回升，进而会影响房地

产商自筹资金的来源，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会形成抑制。但考虑到目前商品房待售面积降幅开始收窄，

房地产库存已处相对低位，使得后期房地产投资增速调整空间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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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零售有所回升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9.0%，好于预期，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季调环比增长 0.65%，

略低于 1-7 月的环比平均增速 0.66%（见图 7）。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回升，主因是日用品

类、金银珠宝类和化妆品类消费回升明显，同比增长较上月分别回升 4.5、5.9 和 5.3 个百分点，受汽车类

和通讯器材类消费下滑替代效应影响；建材类和家用电器类消费较上月也呈回升，与 9 月“双节”婚假增

多前期备置有关（见图 8）。2018 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中枢明显较前两年下滑，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加大，后期消费增速受内需相对稳定影响将保持 9%左右的平稳增长，难以有较大升幅。

图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及环比（%）

资料来源：wind

图 8：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

2.供需无明显改善 资产价格不乐观

8 月，工业产出小幅反弹，国内环保限产力度或有放松预期，供给压力有一定缓解。而需求方面，8 月

投资增速仍受基建拖累，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撑，后期基建投资将大概率回升。中美贸易或有新一轮谈判，

对需求端影响尚不明确。房屋销售在限价限贷政策影响下增速不会有太大回升，在供需两端没有明显改善

提振影响下，消费端不会有大幅提升。另外，目前汇率层面对货币政策也有制约，综合而言，对资产价格

并不乐观，短期上方承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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