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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汇编 
（2022.4.21-2022.5.20，2022 年第四期） 

 

经济概述    

我国 4 月经济数据持续走弱，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小幅下降，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仍为主要

动能，地产投资持续放慢，消费增速大幅下降，出口增速降幅较大。

CPI 小幅增长，PPI小幅回落。 

从先行指标看，PMI连续两月回落至荣枯线下，反映经济增长动

能有所下降;社融增速小幅下降、M2 增速小幅回升，稳增长政策略有

成效，但压力犹存，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仍需加大力度。 

前瞻的看，受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美联储带来的全球货币收紧、

新冠疫情多点爆发的持续影响，预计 5 月我国工业生产、消费、制造

业投资将继续承压，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考验。同时，CPI

同比上涨，通胀抬头。结合美林时钟理论判断，权益类资产的价值配

置动力边际减弱。 

宏观经济指标评述表 

指标 4 月 3 月 4 月简评 近期展望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2.9% 5.0% 大幅下降 小幅波动 

PMI 47.4% 49.5% 大幅下降 小幅回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11.1% -3.5% 大幅下降 小幅波动 

CPI 同比 2.1% 1.5% 小幅上升 小幅上升 

社融存量同比 10.2% 10.6% 小幅下降 小幅回升 

异动：失业率 6.1% 5.8% 大幅上升 小幅波动 

（注：本文数据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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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受疫情影响，生产循环不畅叠加需求不足，工业生产增速转负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9%，增速由正转负，较 3

月大幅回落 7.9个百分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

出现停产减产和交通物流受阻，导致工业生产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出

现紧张甚至暂时中断，制约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二是乌克兰危

机和疫情冲击同时加大国内需求收缩和原材料上涨压力，导致企业生

产意愿明显不足。三是分行业看，汽车等中游装备制造业是主要拖累，

如 4 月汽车、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分别回落 30 和 15 个

百分点以上。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投资结构延续分化 

1-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6.8%，受房地产拖累作用增强、基

建支撑作用减弱等因素共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动能持续减弱。 

1-4 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2.2%，较 1-3 月份回落 3.4 个百

分点，制造业投资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制造业投资基数走

高影响较大；二是受乌克兰危机和国内疫情两大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影

响，中下游投资面临需求收缩和成本上涨压力均有所增加。 

1-4 月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8.3%，较 1-3 月份回落 2.2 个百分

点，主要受国内疫情短期扰动基建项目开工施工进程，预计在资金和

项目的支撑下，二季度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可期。 

1-4 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2.7%，较 1-3 月份回落 4.5 个百分

点，主要系疫情冲击和预期偏弱引发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投资降幅进

一步扩大。融资端资金压力缓解效果仍不明显但出现积极信号，需求

端政策加快出台但效果取决于居民加杠杆空间和能力。预计在商品房

销售低迷、房地产资金来源减少、土地市场偏冷背景下，房地产投资

短期下行压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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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冲击叠加收入预期减弱，消费降幅扩大 

4 月份社零同比下降 11.1%，降幅较 3 月份扩大 7.6 个百分点，

疫情冲击持续显现。一是疫情导致消费场景和人员流动受限，拖累餐

饮收入降幅扩大 6.3 个百分点至 22.7%。二是受疫情冲击物流受阻、

供应链紧张和消费意愿下降等因素影响，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降幅较上

月扩大 12.9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金银珠宝、化妆品、通讯器材等

非生活必需品销售降幅均在 20个百分点以上。 

另外，城镇调查失业率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6.1%，连续

两个月高于全年失业率目标。居民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下调，消费意愿

降低。 

⚫ PMI 持续下跌，大中小型企业均跌至荣枯线下 

4 月制造业 PMI 为 47.4%，比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继续大幅

收缩。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录得 48.10%、47.50%和 45.60%，均跌

至荣枯线下。总体来看，供需两端降幅加大带动整体 PMI 数值降至

2020年 3 月以来新低。 

制造业需求方面，4 月，新订单指数为 42.6%，较上月下降 6.2

个百分点。疫情持续散发导致市场需求继续走低，信贷需求呈小幅好

转迹象，但仍受房地产需求不振与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外需方面，4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1.6%，较上月下降 5.6 个百分点，较上月进一

步收缩，外部需求市场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国内疫情扰乱产业

链与供应链。制造业供给方面，4 月生产指数为 44.4%，比上月下降

5.1 个百分点，主要受疫情多点散发，防控政策升级，部分企业临时

停工停产影响，物流不畅，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因素影响。 

⚫ 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政府债贡献减弱，社融增量减少 

4 月社融增量 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9468 亿元，主要是受到

人民币贷款的拖累。4 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 9224 亿元，几乎等于

社融增量的同比变动，4 月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系近期疫情对实

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叠加要素短缺、原材料等生产成本上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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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有效融资需求明显下降。

同时，地产销售不佳、3 月贷款投放可能部分透支 4 月需求等因素或

也有影响。 

4 月政府债净融资 3912 亿元，同比增加 173 亿元。政府债融资

是社融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但是 4 月的效果减弱。4 月非标和

直接融资保持稳定，其中委托贷款同比多增 211 亿元，信托贷款同比

多增 713亿元，债券融资同比少增 145 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 352

亿元。信托贷款连续 2 个月同比多增，或是在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大的

时点，监管压缩非标的力度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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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简评：4 月经济指标波动简评 

图表 1：一季度 GDP 增速 4.8%  图表 2：受疫情影响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回落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3：PMI 持续下跌，大中小型企业均跌

至荣枯线以下 

 图表 4：PMI 分项指标整体跌入收缩区间，

PMI 供货商配送时间降幅最大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  图表 6：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延续分化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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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持续大幅

下降，主要受上海、吉林等城市疫情影响 

 图表 8：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增速持

续回落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9：出口增速降幅较大，出口韧性承压，

进口增速持平 

 图表 10：CPI 小幅上涨，PPI 小幅下降，PPI-

CPI 剪刀差有所缩小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1：失业率持续上升，突破 5.5%控制

目标，就业压力上升，结构性就业问题突出 

 图表 12：受疫情、要素短缺和原材料成本上

涨因素影响，社融增速小幅下降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3：人民币新增贷款大幅下降，政府

债贡献减弱，社融增量明显少增 

 图表 14：受央行利润上缴、财政支出加快和

基数效应影响，拉动 M2 增速持续回升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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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DR007 小幅下降  图表 16：LPR 保持不变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7：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  图表 18：外汇储备受估值因素影响略有下降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9：4月单月全球股指普遍下跌  图表 20：4 月单月中国股指普遍下跌，科创

50 领跌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21：全球股市普遍下跌，标普 500领

跌，仅英国富时 100 上涨 

 图表 22：4 月单月 A 股行业普遍下跌，仅食

品饮料上涨，计算机、电力设备等行业领跌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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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4月单月债市小幅上涨，信用债

表现好于利率债 

 图表 24：国债长端收益率震荡，总体保持稳

定，期限利差小幅扩大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25：COMEX 黄金小幅下降，WTI 原油

现货价格小幅上涨 

 图表 26：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波动上

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