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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看宏观  

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2021 年 11 月） 

 

 

12 月信心指数重回 50 线上，降准强化稳增长信号 
 

 

 

摘 要 

 

12 月“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0.04，在经历了两个

月的下降后，本月该指数重回 50 荣枯线以上，经济学家们预计未来一

个月我国经济将维持复苏趋势，未来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物价方面，经济学家们对 11 月 C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2.4%，

P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12.03%。投资与消费方面，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增速预测均值为 6.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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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贸易方面，11 月贸易顺差预测均值为 822.41亿美元，进出口数

据虽有下降，但仍保持强劲。 

据央行网站最新消息，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将于 12 月 15 日下调

0.5 个百分点。经济学家们认为未来一个月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化的

可能性较小。受季节因素影响，他们对 11 月新增贷款预测均值为

15348.94 亿元，11月社融总量预测均值为 2.54 万亿，M2同比增速预测

均值为 8.61%。 

本次调研中，经济学家们对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预测均值为

6.40。同时，他们认为到明年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下调至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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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结果（2021 年 11 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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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信心指数：12 月信心指数为 50.04 

本期 “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0.04，该指数距今已

连续发布超过 11 年。在经历前两个月的下降后，本月该指数回升至 50

荣枯线以上，经济学家们预计 12 月我国经济将维持复苏趋势，未来仍

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招商银行丁安华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滞”而不在于“胀”，

基准情形下明年增速为 5.2%。出口增速和房地产投资或将明显下滑，制

造业投资动能边际衰减，消费或将延续弱式复苏。虽然在基建和新经济

领域存在积极因素，但总体上经济下行压力不小。通胀形势相对稳定可

控，明年全年 PPI 增速有望回落至 3.9%，CPI 全年增速小幅上行至 2%

左右。 

交通银行唐建伟表示，2021 年中国经济复苏动能减弱。2021 年经

济增速放缓，“滞”的压力有所上升。三季度宏观数据全面走低，GDP

同比与环比增速都在回落。制造业 PMI 与非制造业 PMI 走势较弱，制造

业 PMI 已经再次落入荣枯线以下。三大订单指数全部回落且都低于荣枯

线，新订单指数创 2013 年以来同期新低，表明市场需求放缓，经济增

长动能在减弱。预计 2021 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在 8.2%左右。 

京东金融沈建光认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国经济呈现四大亮点，

第一，供应链优势使得出口维持高景气，累计同比超过 30%；第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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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制造业投资高增，累计同比保持在 23.5%；第三，财政发力尚存空

间，截至 10 月，公共财政支出仅完成全年预算的 77.5%，低于疫情前水

平；第四，数字经济地位越发突出，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

二，占 GDP 比重为 38.6%。 

二、物价：11 月 C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2.4%，P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12.03% 

经济学家们预期 11 月全国 CPI 同比数据为 2.4%，高于上月统计局

的公布值（1.5%），最大预测值 3.3%来自招商证券罗云峰，最小值 1.6%

来自毕马威康勇。P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12.03%，低于上月公布数据

（13.5%），最高预测值 13.5%来自兴业证券王涵，最低值 10.8%来自德

商银行周浩。 

长江证券伍戈认为，价格方面，保供稳价叠加需求下滑，驱动 PPI

筑顶回落。电厂存煤量达到历史高位，粗钢产量前期已得以压降，年末

限产压力有所缓解。地产下行加之施工淡季，黑色系价格趋弱。新能源

需求及铜、铝低库存等因素仍将支撑有色价格韧性。疫情复发下全球出

行再生波折，原油短期供需双弱。上游价格虽回落，但向 CPI 传导未停

歇。 

经济学家们对 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4.44%，低于上月 4.9%的公布值。其中，6.2%的最大值来自海通证券梁

中华，兴业证券鲁政委给出了最小值 2.5%。 

植信金融研究院连平认为，在双 11 交易额增速下滑、价格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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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11 月消费增速或将有所放缓。今年双 11，

两大销售平台的交易额较去年同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价格因素对 10

月消费超预期增长功不可没，若剔除价格因素后，10月社会零售销售同

比增长较 9 月下滑 0.6 个百分点。当前价格高企仍然对消费起到较大抑

制作用。11月全国散发性的疫情反弹仍然对服务性消费的持续恢复产生

不利影响。随着“缺芯”困境的逐步缓解，汽车供需两端改善明显，乘

联会预计 11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 186.0 万辆，同比下降 10.6%，较

10 月收窄。汽车消费约占整个消费的 8%，因此汽车销售的回暖对消费

有较大支撑。我国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疫情大面积反复出现概率不大，

因此随着商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的逐渐改善，消费整体复苏的趋势不

变。但疫情散发性反复对于消费复苏动能强度和持续性的影响较大，且

防御性储蓄导致消费倾向降低等因素亦对消费产生持续压制作用。据测

算，房地产相关消费约占消费的 10%，故若房地产投资下滑 1.2 个百分

点，将拖累消费下行约 0.12 个百分点。综合来看，预计 11 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增长 4.0%，两年平均增长 4.5%。 

三、工业增加值：11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 3.62% 

调研结果显示，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3.62%，高于

上月 3.5%的公布值，其中，海通证券梁中华给出了最小值 2.5%，国家

信息中心祝宝良、招商银行丁安华、英大证券郑后成和工银国际程实给

出了最大值 4%。 

招商证券罗云峰认为，重化工业生产低迷压制工业增速。尽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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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家电网宣布限电影响基本结束，浙江等地也发文取消有序用电措

施，电力供应不再制约工业生产，但由于重化工业规模不断萎缩，即使

采矿业和公用事业生产进一步恢复运行，也难以改变整体工业生产的弱

势，预计 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与 10月持平。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 月预测均值为 5.33% 

经济学家们预计，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值为 5.33%，低于统计

局公布的上月值（6.1%）。其中，植信金融研究院连平、招商银行丁安

华和德商银行周浩给出了最高值 6%，兴业证券王涵给出了最低值 4%。 

兴业银行鲁政委认为，11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因基数原因

仍趋下行，但当月两年平均增速或与 10 月基本持平。投资动能平稳，

但投资结构调整预计仍将继续。11月份，房地产销售数据持续低迷，土

地成交面积及溢价率持续走弱。在高频数据方面，水泥库存大幅回升提

示建筑业需求疲软。房地产投资动能预计继续减弱。而前期工业产能利

用率高位，加之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改善，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处于相对

高位，支撑固定资产投资。自 9 月份以来，专项债月均发行额度均超过

5000亿元，专项债发行放量有望小幅提振基建投资增速。综合来看，11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预计录得 5.2%。 

五、房地产开发投资：11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 6.21% 

调研结果显示，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的预测均值为6.21%。

参与调研的经济学家中，德商银行周浩给出了最高值 7%，英大证券郑后

成和京东金融沈建光给出了最低值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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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黄剑辉表示，房地产开发投资预计由 7.2%回落至 6.5%左

右。10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同比下降 64.1%，刷新统计以来

最大降幅，房企拿地意愿继续低迷；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

下降 20.7%，连续两个月收窄，市场情绪略有缓和。11 月以来，监管层

继续释放纠偏信号，开发贷和按揭贷发放进度均有加快，有望延缓房地

产开发投资回落速度。 

六、外贸：11 月贸易顺差预测均值为 822.41 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 11月贸易顺差将由 10月公布值 845.4亿美元下降

至 822.41 亿美元，进出口数据虽有下降，但仍保持强劲，其中出口同

比预测均值为 17.88%，进口同比预测均值为 20.12%。 

德勤中国许思涛认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外贸部门一直是推

动经济稳步增长最有力的驱动力。尽管当前出现新变异株奥密克戎的威

胁，但考虑到各国已积累了有效防疫经验，对于新变异病毒对经济复苏

的冲击无需过于悲观。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出口尽管增速会放缓，

但将保持增长势头。 

七、新增贷款：11 月新增贷款预测均值为 15348.94 亿 

经济学家们预计，11 月新增贷款将由上月公布值（8262 亿元）大

幅上升至 15348.94 亿元，调研中，最小值 13000 亿元来自国家信息中

心祝宝良，最大值 16300亿元来自海通证券梁中华。 

兴业银行鲁政委表示，从信贷来看，11 月票据利率走低，票据利率

与同期限 NCD 利率之间的倒挂程度进一步扩大，反映信贷额度充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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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资需求依然疲弱。第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强调增强信贷总量

增长的稳定性，因此信贷有望维持稳定的增长。他预计 11 月新增人民

币贷款 1.60万亿元左右。 

八、社会融资总量：11 月社融总量预测均值为 2.54 万亿 

调研结果显示，11 月社会融资总量预测均值为 2.54 万亿元，较上

月央行公布的 10 月数据（1.59万亿元）上升。其中，德勤中国许思涛、

民生银行黄剑辉、京东金融沈建光、招商证券罗云峰和招商银行丁安华

给出了最大值 2.8万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给出最小值 1.8万亿元。 

九、M2：11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 8.61% 

经济学家们预计，11 月 M2 同比增速从央行公布的 10 月水平 8.7%

降至 8.61%。其中，英大证券郑后成给出了最大值 8.9%，渣打银行丁爽

给出了最小值 8%。 

招商证券罗云峰表示，预计 11 月 M2 同比增速小幅回升至 8.8%，M1

同比增速亦小幅回升至 3.0%，信贷投放约 1.6万亿元，新口径社融规模

约 2.8 万亿元。10 月货币政策条件边际上略有松弛，高频数据显示 11

月整体保持平稳。我们再次强调之前的观点，即货币政策不具备持续放

松的条件，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边际放松，金融让利实体和稳定宏观杠

杆率两大重大政策调控目标将会受到冲击。 

十、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月内利率水平调整的可能性较小 

本期调研中，有 17 位经济学家给出了未来一个月我国存贷款基准

利率及大型金融机构存准水平的预测，他们认为 12 月份利率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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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较小。 

据央行网站最新消息，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将于 12 月 15 日下调

0.5 个百分点。经济学家们认为“适时降准”释放了更强的稳增长信号。 

十一、汇率：2021年底人民币汇率预期均值为 6.40 

11 月 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3794，经济学家们对年底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的预测均值为 6.40。同时，他们认为明年年底，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将会下调至 6.52。 

植信金融研究院连平预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短期保

持强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10 月初报 6.46，11 月 24 日录得 6.39，其

间人民币升值 700个基点。11 月，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货币政策

基调稳健、中美经贸释放改善信号等因素，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10

月，我国贸易顺差额达 845.4 亿美元，连续 7 个月扩张并创 2017 年以

来顺差纪录。银行结售汇顺差 165 亿美元，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 348

亿美元，顺差规模扩大。上半年非储备金融账户顺差 288 亿美元，国际

收支维持双顺差格局。虽然美联储 Taper 落地，美元指数走强，但人民

币汇率自三季度以来走势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变动逻辑，现阶段美联

储货币政策和美元指数变动等外生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有限。11月中

美首脑会晤增强正面预期，提振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对人民币汇率有

所支撑。 

十二、官方外汇储备：11 月底预测均值为 32210.94 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对我国 1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的预测均值为 32210.9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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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稍高于 10 月末公布值（32176 亿美元）。 

民生银行黄剑辉表示，11月份，美元指数上涨 1.87%，主要非美元

货币中，欧元、英镑兑美元分别贬值 1.93%、2.90%，日元对美元升值

0.78%；主要国家债券收益率下降，价格上升。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

产价格变化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 

十三、政策 

工银国际程实认为，展望 2022 年，经济发展增质提效、宏观杠杆

稳定可控和通胀价格分化收敛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三个基本特征。基于

此，中国将继续施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松货币、紧信贷、宽财政”

的政策搭配基调将长期维系，政策制定与执行将更加强调灵活精准、效

率优先和目标导向。着眼更远的未来，2022 年将是中国迈向共富时代的

承启之年，长期资源配置将以公平正义为主线，持续深化“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

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海通证券梁中华认为，往前看，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将从缩小版的

“2018 年”，转向放大版的“2019 年”，积极转向稳增长。在货币政

策上，短期以定向宽信用为主。但随着稳增长意愿增强，货币端在 2022

年上半年有望宽松。但在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最重要的降息是逆

回购利率的下调。在财政政策上，他预计 2022 年更多通过广义财政发

力，预算内财政赤字率在 3.2%附近，地方专项债额度可能重新回到 3.75

万亿元附近。此外，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持续推进，例如碳达峰、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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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共同富裕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等。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认为，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保持

必要的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把超预算收入 10000亿元用于

企业缓税甚至阶段性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尽快

形成实物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基本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支

出，推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的有效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合理充裕。通过降准、MLF 等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

业、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的对冲作用。 

 

 

本期“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月度调研”20 位经济学家名单（按拼音

顺序排列）： 

程实：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丁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康勇：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李文龙：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植信金融研究院院长 

梁中华：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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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云峰：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唐建伟：交通银行首席研究员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许思涛：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郑后成：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周浩：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