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月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BFRC)

宏观研究•宏观月报（2020 年 7 月）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BFRC)

经济复苏步伐放缓

物价涨幅短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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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 高频数据显示生产保持复苏，同比基数下降，工业
增加值增速加快。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略有回落，
继续保持在扩张水平。
● 汽车零售止跌回升，全国影院开放，零售行业指数
显著上升，近期消费物价上涨。消费增速有望实现
小幅增长，今年以来首次回正。
● 钢材价格指数保持平稳，但全国水泥综合价格指数
持续下降。南方大面积水灾影响投资，投资增速回
升势头减弱，累计增速仍然为负值。
● 欧美制造业 PMI 上升预示外需有望复苏，但周边国
家出口萎缩，预计当前我国出口将处于较低位。进
口先行指标相对较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外需环
境恶化影响未来对外经贸预期。
● 食品价格和猪肉价格回升，零售燃油价格上调，CPI
可能短期上升。工业产品价格环比回升，翘尾因素
上升，PPI 降幅显著收窄。
● 生产恢复引致的信贷需求以及居民住房融资需求
对信贷增速形成支撑。债市发行提速效应被到期对
冲，市场流动性供给压力较小，M2 增速稳定在 11.1%
附近。
● 为了平衡降成本和调控楼市，本月 MLF 操作利率下
调的可能性较小。
● 人民币汇率在 7 左右波动，估值因素或导致本月外
汇储备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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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月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数据前瞻（红色为预测值）
指标名称

2020-2

2020-3

2020-4

2020-5

2020-6

2020-7

GDP:当季同比（%）

-

-6.8

-

-

3.2

-

CPI:当月同比（%）

5.2

4.3

3.3

2.4

2.5

2.8

PPI:当月同比（%）

-0.4

-1.5

-3.1

-3.7

-3

-2.3

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17.2

-6.6

3.5

-3.3

-3.3

-2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4

-1

-14.2

-16.7

-16.7

1

贸易差额:当月值(亿美元)

-71

199.3

453.3

629.3

629.26

380

固定投资 FAI:累计同比（%）

-24.5

-16.1

-10.3

-6.3

-3.1

-2.5

消费零售 TRS:当月同比（%）

-20.5

-15.8

-7.5

-2.8

-1.8

2

工业增加值 IAV:当月同比（%）

-13.5

-1.1

3.9

4.4

4.8

5.5

制造业 PMI（%）

35.7

52

50.8

50.6

50.9

50.7

非制造业 PMI（%）

29.6

52.3

53.2

53.6

54.4

54

新增人民币贷款:当月值(亿元)

9057

28500

17000

14800

18100

12000

M2:余额同比（%）

8.8

10.1

11.1

11.1

11.1

11.1

新增外汇储备（亿美元）

-88

-461

308

102

106

400

MLF:1 年（下月末）

3.15

3.15

2.95

2.95

2.95

2.95

质押式回购利率:7 天（下月末）

2.1

1.4

2.1

2.4

2.2

2.1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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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生产和需求整体继续复苏，但恢复速度放缓
生产复苏叠加同比基数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制造业和非制造
业PMI略有下降，保持在扩张水平。高频数据显示生产保持复苏。7月以来
全国高炉开工率保持在70%以上，高于去年同期3.5个百分点。全国重点企
业粗钢产量为213万吨/日，日均产量比6月份略有减少，但同比增加了近14
万吨/日，增幅明显扩大。铁精粉日均产量增加到43万吨/日，日均产量与6
月份基本持平，高于去年同期。南华工业品指数回升到2250点左右，比上
个月上升了近100点。煤炭价格指数上升到150点，夏季能源需求上升。柯
桥纺织价格指数小幅下降，轻工业生产预期偏弱。高频数据整体反映出工
业生产继续加快，再加上同比基数显著走低，可能对工业增加值增速带来
抬升作用，预计增长5.5%。全球疫情仍在发展，外需减弱导致制造业出口
订单减少，中美关系紧张也对制造业生产预期带来影响。预计制造业PMI
在50.7%，略低于上个月。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小幅上升到985点以上，同比
小幅上涨，表明商贸服务业正在恢复。铁路客运量、公路客运量以及旅客
周转量同比仍然大幅下降，不过降幅逐渐收窄。服务业景气状况有望逐渐
改善，然而旅游、餐饮、住宿等消费性服务业仍未恢复，对非制造业景气
指数带来影响。受南方大面积水灾影响，建筑业生产活动明显放缓，主要
钢厂建筑钢材库存显著增加，7月以来持续上升到400万吨以上，建筑业PMI
可能高位回落。预计7月非制造业PMI为54%，小幅下降。
图 1 高炉开工率及南华工业品指数

—3—

宏观月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BFRC)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汽车零售止跌回升，零售行业指数显著上升，消费增速有望回正。7
月份前半月 30 城地产成交面积显著加快，但第三周以来商品房销售有所减
少，1-28 日累计销售面积 1696 万平方米，比 6 月环比减少 4 万平方米，
略有下降。7 月以来汽车零售逐渐止跌回升，前三周同比-4%，降幅比 6 月
份缩小了 10 多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周实现 8%的较好增长。乘用车批发量
保持较快增长，同比涨幅在 10%以上，预示未来汽车销售有望回升。7 月以
来零售行业指数显著回升，月均 4306 点，比 6 月份上升了近 700 点。互联
网零售指数持续走高，月均超过了 16000 点。电子产品、家庭用品、家用
电器、建材类指数回升；食品、饮料、个人用品等指数小幅上涨；全国影
院开放，7 月下旬电影与娱乐业指数出现上涨。商品价格类指数基本保持
平稳，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在 100 点左右小幅波动，临沂商城价格指数保
持在略高于 99 点的水平。预计近期 CPI 有所反弹回升，对消费增速带来推
动作用。综合判断，预计 7 月份消费仍然同比增速回升到 2%左右，今年以
来首次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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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几年乘用车每周日均销量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南方大面积水灾影响投资，投资增速回升势头减弱。7 月全国钢材价
格指数保持在 102-104 点，基本与上个月持平，回升势头减弱。7 月份主
要钢材价格波动较小，走势较为平稳，螺纹钢价格在 3800 元/吨左右，镀
锌价格略有上涨到 4800 元/吨左右，热轧板卷、中板价格也有小幅上涨。7
月以来全国水泥综合价格指数持续下降，月末在 136 点，比月初下降 4 点。
分区域看，受到南方降雨的影响，所有南方区域水泥价格都显著下降，东
部、中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全部持续下降。东北地区水泥价格止跌回升，
西北地区基本平稳，华北地区下降。宏观政策重在定向支持“新基建”，
传统基建投资也将有所加快，基建投资逐渐提速。房产销售改善，房地产
投资有望继续加快，7 月份累计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望加快。制造业投
资需求较为疲弱，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外需减弱对出口型制造业投资带来
较大影响，整体制造业投资跌幅可能仍将在两位数。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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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1.5%，有助于未来制造业投资改善。综合判断，预计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延续回升势头，但回升势头减弱，1-7 月累计增速
在-2.5%左右。
图 3 水泥和钢材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进出口增速处于较低位，外需环境恶化影响未来对外经贸预期。全球
疫情仍在蔓延，北美疫情持续反复，部分新兴经济体处于爆发阶段，对全
球经济的冲击仍在延续。得益于东亚以及欧洲疫情有效控制，逐渐复工复
产，6 月份全球综合 PMI、制造业 PMI 上升到 47.7%、47.8%，但仍然低于
荣枯线，连续 5 个月处于萎缩区间。美国制造业 PMI 上升到 51.3%的近一
年半新高，但是投资信心指数仍低至-17.1 点，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处于低
位。欧元区制造业 PMI 上升到荣枯线以上达到 51.1%，但投资信心指数同
样很低。6 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但是进出口指数仍低于荣枯线，新
出口订单指数为 42.6%，进口指数为 47%。我国周边国家出口普遍下跌，6
月份韩国、中国台湾出口增速分为为-10.9%、-3.8%。7 月以来出口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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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价指数小幅上升，7 月末在 870 点左右，低于 2、3 月份水平。进口相关
先行指标表现好于出口，7 月份进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保持在 950 点的较高
水平，显著高于一季度，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也处于 870 点左右的较高水
平。高频数据显示，7 月份主要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可能对进口增速
有抬升作用。进口美湾大豆和南美大豆价格同比都由跌转正；进口铁矿石
价格环比上升，同比降幅收窄。进口和出口同比基数都有上升，出口同比
基数上升幅度相对大一些。预计出口增速为-2%，出口额 2180 亿美元；进
口表现好于出口，进口增速预计在 1%，进口额 1800 亿美元。贸易顺差 380
亿美元左右，低于去年同期。
图 4 出口集装箱及进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二、CPI 短期回升，PPI 降幅显著缩小
食品价格和猪肉价格回升，CPI 可能短期上升。7 月以来食品价格止跌
回升，周频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显著上升，第三周为 137.35 点，7 月平
均值环比上升了近 4.2%。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较大，7 月猪肉平均批发价为
48 元/公斤，整体高于上个月近 14.6%，同比涨幅也有扩大。近期全国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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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平均价格反弹回升，猪粮价格也有所上升。猪粮比价高达 16 以上，当
前猪肉价格仍然处于偏高位置。近期食品价格上涨与南方大面积水灾有关，
预计 8 月份之后将得到缓解。7 月中旬零售燃油价格小幅上调，再加上 6
月末的一次上调，对物价带来一些影响。7 月翘尾因素下降了 0.4 个百分
点，缓解当前 CPI 同比上涨压力。综合以上因素，主要受近期南方大面积
降雨的影响，预计 7 月 CPI 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可能在 2.7-3%之间，取中
值为 2.8%，高于上个月。
图 5 食用农产品及猪肉批发价格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工业产品价格环比回升，PPI 降幅显著收窄。7 月份 CRB 综合指数显著，
月末在 377 点，比月初上升了近 17 点，同比降幅收窄到个位数。其中家畜、
食品、油脂类农产品价格显著上升，金属、工业原料价格不同程度上涨。
国内大宗商品总指数同样上涨，月末在 142 点，比月初上升了近 6 点，矿
产类价格上涨幅度较大。7 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WTI 原油、OPE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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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子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都在 42 美元/桶左右，同比降幅出现收窄。从
7 月流通领域主要生产资料价格来看，54%的产品价格上升，价格下降的约
30%，整体环比明显上涨。经过我们对流通中的生产资料价格归类测算，有
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农产品、林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煤炭、黑色金
属、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略有上涨，化工产品、非金属建材价格下降。7 月
PPI 翘尾因素回升了 0.2 个百分点，也将促进同比涨幅回升。预计 7 月份
PPI 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在-2.5%到-2.1%之间，取中值为-2.3%。
图 6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三、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环比明显回落，净融资收缩
从高频发电量数据来看，同比增速水平疫后 V 型反弹恢复至 2018 年
6%以上，已经全面超越 2019 年的增速水平。据此推测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
仍处于较快的恢复期，信贷需求持续改善。然而，从周频数据显示 30 大中
城市商品房成交情况来看，受近期多地房地产调控再次趋严影响，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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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商品房成交面积趋势不同程度的回落。7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环比料
将回落。综合而言，在央行维持稳健适度流动性供给的背景下，7 月信贷
增速大概率维持在 13.2%附近，单月信贷增量在 1.2 万亿左右。
图 7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及趋势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6 月 M2 增速维持 11.1%主因在于金融机构权益类及其他投资的流动性
创造大幅减少，创下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的单月增量新低-8262 亿，拖累 M2
增速 0.4 个百分点。7 月影响广义流动性 M2 增速的主要因素有：一是货币
政策偏松节奏切换带来的压力逐渐褪去。货币市场由政策预期差带来的波
动将大幅减弱；二是截至 7 月 27 日，7 月国债（含特别国债）和地方债分
别新发行 7405 亿和 1824 亿，总体发行量高于 6 月。然而从净融资量来看，
7 月债市净融资较 6 月进一步下滑。这也使得即使债券发行在增加，但由
于到期规模较大，7 月市场上流动性需求的压力反而更小。三是信贷增速
保持在 13%以上的水平，对于 M2 增速持续反弹形成一定支撑。四是通常 7
月为财政存款季节性增加月份，对于 M2 增速会形成一定程度拖累。综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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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7 月 M2 增速将稳定在 11.1%左右。
货币政策将维持当前灵活适度的格局，
前期债市的偏悲观预期逐步改善。基于平衡降低实体企业融资需求以及房
地产调控，7 月 MLF 利率下调可能性较低。
图 8 宏观流动性 M2 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四、人民币汇率在 7 左右波动，估值因素带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人民币汇率在 7 左右波动。7 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但受贸易
摩擦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相对有限。截至 7 月 27 日，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报 7.00 左右，较上月末升值近 1%。展望 8 月，美国疫情反复
遏制了经济反弹，而欧盟于 7 月 21 日就规模 7500 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达成
协议，欧盟财政一体化进入新阶段，这仍将对美元指数构成压力。美元指
数经过大幅下跌后，技术层面可能会有反弹，但预计力度有限。中国经济
逐步修复，股票债券市场有望持续资金净流入，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基本
面支撑。但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仍可能对人民币汇率构成负面影响，并可
能继续在短期内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此外，受季节性分红等因素影响，
人民币汇率在 8 月大都会出现贬值走势。因此，预计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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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附近波动。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美摩擦仍可能对人民币汇率构成阶
段性贬值压力。
图 9 人民币汇率升至 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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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估值因素带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7 月，美元指数持续大幅下跌，目
前已经跌破 94 关口，较月初跌幅达 3.8%。截至 7 月 27 日，欧元、英镑、
日元兑美元分别升值 4.6%、3.9%和 2.4%。粗略计算，汇率估值因素可能带
来外汇储备增加约 350 亿美元。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欧元区 10 年期
公债收益率分别维持在 0.7%和-0.4%左右低位，债券估值效应影响不大。
此外，7 月以来外资继续增持中国资产，陆股通累计流入超 100 亿元，预
计债券市场也将有望继续保持资金流入态势，跨境资金流入对外储有一定
正面贡献。总体考虑，预计 7 月末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约 400 亿美元。
图 10 外汇储备和美元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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