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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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局部疫情难阻经济复苏，信心指数仍高于荣枯线 

 

 

 

摘 要 

 

 

局部疫情频发将扰动经济复苏，但不会影响经济复苏大势。2022

年 9 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0.08，连续两个月下降，但仍高于 50荣枯线。经济学家们认为未来一

个月经济将维持逐步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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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计未来稳增长面临压力。8 月 C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2.79%，

P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3.19%，消费增速预测均值为 3.83%，工业增加值增

速预测均值为 4.0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均值为 5.46%，7 月贸易顺

差预测均值为 907.74 亿美元。 

8 月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状态，金融数据均高于 7 月，新增贷款预计

升至 13519.69 亿元，社融总量预测均值为 2.18 万亿元，M2增速预测均

值为 12.1%。 

汇率方面，经济学家们预计 9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保持平稳，他

们对 9 月底汇率水平的预测均值为 6.9（8 月 31 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6.89）。本次调研中，他们对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期由上月底的 6.68

下调至 6.84。 

8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 6 月底的基础上，增加 3000 亿

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该政策是稳住经济

大盘，促进有效投资的重要举措。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该

政策体现出国家加大金融对重大项目投资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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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BNRI 首席经济学家调研：2022年 8 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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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心指数：9 月信心指数为 50.08 

9 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

为 50.08，连续两个月下降，但仍高于 50 荣枯线。经济学家们认为局部

频发的疫情将扰动经济复苏，但不会影响复苏大势，未来一个月经济将

维持逐步扩张的趋势。 

 

海通证券梁中华认为，从 7 月的数据看，受前期融资透支、疫情反

弹等影响，社融、信贷再度走弱，证明了宽信用的根基仍有待稳固。同

时，经济的修复也有所放缓。从供给端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略微下滑，

服务业生产转弱。从需求端来看，消费增速回落，投资修复放缓，尤其

是地产投资跌幅进一步扩大。此外，出口环比转负，同比虽维持高增（主

因积压需求释放和价格因素的推动），但外需已经在降温。8 月以来，

高频数据显示，供需仍然偏弱，库存继续回落。往前看，局部疫情仍在

持续，稳增长压力仍然较高。基建或仍保持较高增速，但消费的修复需



                                                        Survey Report 

 
 
 
 

5 

 
 
 

耐心等待，房地产还需要大量出清，出口则面临下行压力。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表示，目前，由于疫情多点散发仍然较为严重，

各地防控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信心不足，短期内难以扭转

销售、购地、投资下降的局面。全球通胀压力仍处于高位，美欧加息幅

度加大，世界经济继续减速，资本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出口增速开始减

缓，内需恢复缓慢，预计三季度经济增长 4%左右，大大低于 5.5%的预

期目标。需继续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速。 

德勤中国许思涛表示，从国内经济来看，二季度经济已经经历最低

谷，但疫情反弹及地产走弱将稍稍影响下半年复苏力度。中国的房地产

市场尚未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的更多是资产和

负债之间的错配问题。宏观政策方面，中国经济复苏不能仅靠财政刺激，

实施更灵活的汇率才能使银根真正放松。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增长率取决于推动改革的力度。 

二、物价：8 月 C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2.79%，PPI 为 3.19% 

经济学家们对 8 月 C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2.79%，高于统计局

公布的 7月值（2.7%）。其中，长江证券伍戈给出了最高预测值 3.3%，

兴业银行鲁政委给出了最低预测值 2.5%。 

经济学家们预计 8 月 PPI 同比增速为 3.19%，较统计局公布的上月

值（4.2%）下降 1.01 个百分点。在调研中，经济学家们对该指标的预

测最高值为 3.7%，来自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和野村国际陆挺；最

低预测值为 2.1%，来自英大证券郑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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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伍戈认为，疫情、战争等供给冲击缓解，需求回落主导大

宗价格。但各类商品价格见顶有先后，原油供需紧平衡改善或待三季度

末。国内基建加快，但地产修复缓慢，黑色系价格仍承压。随着上游价

格回落，原材料成本对中下游企业的冲击有所缓解。三季度猪油共振将

驱动 CPI加速上行，阶段性破 3 成为可能。 

海通证券梁中华表示，8 月 PMI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

格指数分别为 44.3%和 44.5%，比上月上升 3.9 和 4.4 个百分点，表明

制造业的价格水平降幅收窄。根据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本月反映原材料

成本高的企业占比为 48.4%，比上月下降 2.4 个百分点，年内首次低于

50.0%，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梁中华预计，8 月 PPI 环比小幅回升。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 月增速预测均值 3.83% 

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公布值为 2.7%，经济学家们预计

8 月这一指标将升至 3.83%。其中，6%的最大值来自长江证券伍戈，德

勤中国许思涛给出了最小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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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郑后成认为，下半年消费形势并不乐观，汽车是消费的

“主拉动力”。这一判断的依据有以下三点：第一，汽车类零售额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约为 10%，排名第一。第二，汽车制造业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体系中，汽车连接固定资产

投资、出口交货值、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如果汽车类零售额增速位于

较高水平，则将有效拉动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汽车制造业出

口交货值增速以及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因此，汽车在宏观经济

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国家对汽车制造业高度重视。7 月 29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八项促消费举措，其中有三项与汽车有关。 

此外，8月 1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新能源汽车上升到“培育新增长

点”的高度，并提出四项举措：一是将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再延

期实施至 2023 年底；二是继续免征车船税和消费税，在上路权限、牌

照指标等方面予以支持；三是促进整车企业优胜劣汰和配套产业发展；

四是大力推进充电桩建设，纳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范围。 

四、工业增加值：8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 4.02% 

经济学家们预计 8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高于上月 3.8%的公布

值，本月预测均值为 4.02%。其中，野村国际陆挺和渣打银行丁爽给出

了最小值 3.3%，长江证券伍戈给出了最大值 6.1%。 

兴业银行鲁政委认为，高温与干旱天气可能在 8 月导致一定程度的

电力供应缺口。若这一缺口完全由工业来弥补，可能对工业用电量产生

不到 1 个百分点的拖累。不过，若电力缺口更多地由高耗能行业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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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工业增加值的拖累将显著小于 1 个百分点。同时，由于 2021 年能

耗双控导致同比基数偏低，8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可能与上月持平。

 

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均值为 5.46% 

经济学家们对 8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5.46%，其中，

长江证券伍戈给出了最高值 6.6%，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给出了最

低值 4.7%。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加快，但在制造业投

资增速放缓和房地产投资筑底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将

保持稳中有缓的运行态势。在重点项目建设保持较快节奏、财政发力更

为精准和项目储备较为充足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下，基建投资增速仍将继

续加快。出口维持韧性，中高端制造业和汽车行业修复进程不断加快、

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高增速、消费快速回暖、民企经营状况改善以及金

融大力度支持等因素，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稳中有缓走势。 

六、房地产开发投资：8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6.9% 

调研结果显示，8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的预测均值为-6.9%。

参与调研的经济学家中，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给出了最高值

-6.1%，毕马威康勇和海通证券梁中华给出了最低值-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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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温彬认为，高频数据显示，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同比下降 19.0%，较上月（下降 33.0%）明显好转。需求端，8 月 5年期

LPR 下调 15个基点，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回落，房地产调控由“因城施

策”转向“一城一策”；供给端，政策性银行保交楼专项借款推出，有

利于纾困烂尾楼。整体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速度有望放缓，预计

1-8 月回落至-6.6%左右。 

七、外贸：8 月贸易顺差预测均值为 907.74 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 8月出口数据从 7月的公布数据 18%降至 12.41%，

进口数据则上升至 2.47%，贸易顺差将由上月 1012.6亿美元的公布值降

至 907.74 亿美元。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外需走弱可能拖累出口增速放缓。美国

紧缩政策仍在延续，欧洲遭遇罕见高温干旱，使得生产和消费需求收缩，

将影响我国出口，叠加国内局部高温，出口有下行压力。但高频数据显

示，上述不利因素冲击有限，加之价格因素对出口起到强支撑作用，预

计 8 月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 12%，仍属高位增长。进口在国际大宗成本

压力和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增速可能维持低位，预计为 5%。 

八、新增贷款：8 月预测均值为 13519.69 亿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8 月信贷数据将大幅高于上月，新增贷款将由上

月公布值（6790 亿元）升至 13519.69亿元。调研中，最小值 8500 亿元

来自招商银行丁安华，最大值 18000亿元来自招商证券谢亚轩。 

兴业银行鲁政委认为，信贷方面，8 月中下旬票据利率大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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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融资需求有所改善。结合季节性因素，8 月新增贷款预计为 1.47

万亿元，对应的贷款同比增速为 11.0%。 

九、社会融资总量：8 月预测均值为 2.18 万亿 

调研结果显示，8月社会融资总量预测均值为 2.18万亿元，高于央

行公布的上月数据（0.76 万亿元）。其中，招商证券谢亚轩给出了最大

值 2.8 万亿元，如是金融研究院管清友和兴业证券王涵给出最小值 1.9

万亿元。 

民生银行温彬表示，专项债发行节奏错位将显著拖累社融增速，预

计 8 月社融新增 1.9 万亿~2万亿元，同比增速回落至 10.4%左右。今年

8 月政府债净融资 3000 亿元左右，比去年同期下降 6000 多亿元。在财

政前置下，今年新增专项债在 6 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而去年专项债集

中在 8-12 月发行，因此，专项债发行节奏导致的错位效应将持续显现。

此外，近期城投债券净融资较少，预计 8 月企业债也会对社融形成一定

拖累。表外融资方面，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非标压降任务大部分

已完成，今年以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存量压降速度得以放缓，且稳

增长环境下监管政策边际放松，表外融资将持续好转，对社融形成正向

拉动。 

十、M2：8 月增速预测均值为 12.1% 

经济学家们预计，8月 M2同比增速较上月稳中有升，从央行公布的

7 月水平（12%）升至 12.1%。其中，渣打银行丁爽给出了最大值 13%，

长江证券伍戈给出了最小值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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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利率&存款准备金率：9 月存准水平不太可能出现变动 

本次预测中，共有 12 位经济学家对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进

行了预测。除 1 位经济学家预计 9 月存款基准利率可能降至 1.35%，存

准水平可能下调至 11%以外，其他经济学家均认为 9 月以上指标不太可

能出现变动。 

十二、汇率：对年底汇率的预期下调至 6.84 

8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8906，经济学家们预计未来 1

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保持平稳，他们对 9月底人民币汇率的预测均

值为 6.9。同时，他们对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期由上月底的 6.68

下调至 6.84。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人民币汇率短期阶段性承压。在美元指

数强势上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国内经济基本面偏弱和国际收支

顺差格局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中枢可能上

移，致使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承压。但受益于完善的汇率调节工具和充足

的民间外汇，人民币汇率有较强韧性，将在合理区间内保持双向波动。 

十三、官方外汇储备：8 月底预测均值为 30841.86 亿美元 

本次调研中，首席经济学家们对 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预测均值为

30841.86 亿美元，略低于 7月末 31040.7 亿美元的公布值。 

十四、政策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表示，未来四个月的经济政策有效性值

得重视。一方面，当前情况下的抗疫政策难以出现根本性的放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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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受到的冲击将持续，秋冬季将增加抗疫的复杂程度；实体经济长期受

到疫情冲击面临的现金流压力与经营压力将持续向基本面渗透。另一方

面，稳增长措施将呈现逐步加力的过程，难以预计四季度经济是否将出

现爆发性反弹的态势。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额外关注长期疫情冲击下如何

应对实体经济出现的灰犀牛风险与就业压力。抗疫政策需要更灵活的放

宽。 

毕马威康勇认为，面对当前的挑战，除了加强对重点群体、重点行

业、重点地区的纾困与支持外，更关键的还是要稳预期。只有稳定了预

期，消费和投资才能尽快回归正常，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复苏，从而实现

稳信心、稳增长。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8 月中旬以来，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保交

楼”措施出台；5年期 LPR 再次调降 15BP；国务院常务会宣布“19 项接

续政策”，新增内容除 3000 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5000

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2000 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核准开工一批

基础设施项目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持续释放 LPR 改革和传导效应，持

续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

信贷政策。新增政策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和地方政府积极性，前者

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拖累因素，后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力量，属

于对症下药。因此，他对后续政策效果持乐观态度。 

十五、宏观经济热点问题 

8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 6 月底的基础上，增加 3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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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该政策是为了稳住

经济大盘，促进有效投资的重要举措。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该政策体现出国家加大金融对重大项目投资的支持力度。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从近期经济数据以及高频数据来看，经济恢复

有些不及预期，经济仍面临较大的压力。国常会出台了更多的政策来稳

经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扩容是其中的一项。这一政策有利于

更好利用专项债，更大力度发挥基建投资稳经济的功能。在执行层面上，

要关注其他配套措施的配合，为稳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研究院管清友表示，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主要是用

于稳增长，托底经济，投资方向主要是基建领域。在专项债额度基本使

用完毕的背景下，仍需基建发力稳经济。 

招商银行丁安华认为，此次再次加码 3000 亿元，是和“用好用足

专项债务限额”这一政策相互配合。截至 2021 年末，专项债务限额还

有约 1.5万亿元，而今年要使用的限额为 5000 亿元，在 10 月底前发行

完毕。此次没有用足 1.5 万亿元，可能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专项债

务限额总量充足而地区分布不均，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三是要

为隐性债务化解预留空间，四是经济大省“勇挑大梁”。6 个经济大省

限额空间约 4000 亿元，估计会充分发行。基于以上几点，结合目前扩

大有效投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要求，加码发行 3000 亿元金融债券，

并且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和支持的项目种类，有利于与现有资金形成衔

接，有力支撑经济大盘，促进投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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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月度调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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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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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 

梁中华：海通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野村国际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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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亚轩：招商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后成：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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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首席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