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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汇编 
（2022.3.21-2022.4.20，2022 年第三期） 

 

经济概述    

2022 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出较强韧性，但下行压力边际

上升。一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长 4.8%，较去年四季度上升 0.8 个百

分点，一季度出口和投资同比增速较高，但消费受疫情反复影响增速

较低，对经济拖累较大。 

我国 3 月经济数据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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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要动能，

地产投资仍持续放慢，消费增速由正转负，出口增速维持韧性。CPI

小幅增长，PPI小幅回落。 

从先行指标看，PMI回落至荣枯线下，反映经济增长动能略有下

降;社融增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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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预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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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前值 3 月简评 近期展望 

GDP 同比 4.8% 4.0% 小幅回升 平稳向上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5.0% 7.5% 大幅下降 小幅波动 

PMI 49.5% 50.2% 小幅下降 小幅波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3.5% 6.7% 大幅下降 持续下降 

CPI 同比 1.5% 0.9% 小幅回升 小幅波动 

社融存量同比 10.6% 10.2% 小幅回升 小幅波动 

异动：失业率 5.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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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DP 增速回升，但低于总体增长目标 

2022年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4.8%，增速比去年第四季度回升 0.8

个百分点，一季度出口和投资同比增速较高，但消费受疫情反复影响

增速较低，对经济拖累较大。 

一季度 GDP 增速低于今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主要原因是

3 月以来疫情在上海、吉林等地显著升温，并波及全国。受疫情持续

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将明显上升。一方面，疫情冲击导致需求端消费

低迷，生产端供应链紊乱、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海外复工复产对

我国出口形成替代，贸易景气料将下行。这也意味着实现全年目标的

难度或有所加大，后续扩张性政策或持续加码。 

⚫ 受疫情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回落 

3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比年初 1-2 月回落

2.5 个百分点，主要受疫情防控及交通物流等因素影响。上海和吉林

均为汽车生产重镇，疫情导致汽车产业链受到较大冲击。同时，3月

下旬后多地出现短期停工现象，其他工业企业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

排产及产成品发货过程都受到不同程度干扰。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回升，投资结构延续分化 

2022 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9.3%，较去年四季度抬升 2.3

个百分点。3 月受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滑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当

月同比增速 6.7%，较 1-2 月下行 5.5个百分点。 

3 月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为 11.9%，较 1-2 月回落 9 个百分

点。1-2月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与基数效应有关，同时可能也受到企

业补库存的影响。随着基数效应的消退，以及疫情对补库存行为的中

断，3 月制造业投资活动出现明显减速，这一减速也与企业投资意愿

回落、中长期贷款偏弱形成验证。 

3 月基建投资（含电力）当月同比增速为 11.8%，较 1-2 月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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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 3.2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的上行显示出稳增长政策作用显现，与

广义财政支出扩张、地方债发行加速形成验证。 

3 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2.4%，较 1-2 月大幅下滑 6.1 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地产销售和新开工面积增速分别下滑 4.2、10 个

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数据持续恶化。 

⚫ 疫情冲击叠加收入增长预期下调，消费大幅下降 

3月社零同比下降 3.5%，增速较年初 1-2月骤降 10.2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一是疫情阻碍居民出行、限制消费场景；二是居民未来收入

增长预期下调，消费意愿降低。 

疫情冲击下，3 月餐饮业收入同比下降 16.4%，增速较年初 1-2

月大幅下滑 25.3 个百分点。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2.1%，伴随汽车产

业链受到扰动，汽车销售同比负增长，降幅为 7.5%。由于物流受阻，

线上零售同比增速从上月的 12.3%大幅下降至 3.1%。珠宝、化妆品等

可选消费均出现较大降幅，唯有粮油、医药等必需品消费增速加快。 

3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至 5.8%，较 2021 年 12 月提高了 0.7 个

百分点。31 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突破了 6.0%，高于 2020 年的最高

水平。居民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下调，消费意愿降低。 

⚫ PMI 跌至荣枯线以下，大中小型企业景气度分化加剧 

3 月制造业 PMI为 49.5%，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

其中大型企业 PMI录得 51.3%，低于上月 0.5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

界值；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PMI 分别录得 48.5%和 46.6%，低于上月

2.9 和高于上月 1.5个百分点，两者均低于临界值，且小型企业已连

续 11个月收缩。 

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疫情导致国内外物流运输不畅等因素影响，

3 月份中小企业景气度均低于临界值，但受益于助企纾困政策显效，

小型企业收缩态势边际缓解，预计未来结构性帮扶政策将进一步加力，

助力中小企业恢复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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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摆脱短暂低迷，社融结构尚需改善 

3 月新增社融同比多增约 1.27 万亿元，主要受表内信贷、非标

融资、政府债券融资的推动。3月社融短端贷款好于长端，企业端贷

款好于居民端，政府债券发力明显，社融结构尚需改善。 

3 月，新增本外币贷款约 3.26 万亿元，同比多增 4,774 亿元。

非标融资规模小幅回升，非标三项合计增加 133亿元，同比多增 4,262

亿元，其中，信托贷款减少 259 亿元，表外票据融资和委托贷款分别

增加 286 亿元和 106 亿元，反映房地产企业表外融资出现边际改善。

受专项债提前批额度需在一季度发行完毕的约束，政府债券融券规模

显著上升。新增政府债券融资 7,052亿元，同比多增 3,92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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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简评：3 月经济指标波动简评 

图表 1：GDP 增速回升，但低于总体增长目标  图表 2：受疫情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回落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3：PMI 跌至荣枯线以下，大中小型企

业景气度分化加剧 

 图表 4：PMI 分项指标整体跌入收缩区间，

PMI 新订单降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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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韧性延续，

进口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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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推动社融增

速小幅上升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3：新增政府债券与人民币贷款大幅

提升，社融增量明显多增 

 图表 14：财政支出加大拉动 M2 增速小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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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幅波动，总体稳定  图表 16：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稳中上升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7：外汇储备受估值因素影响略有下降  图表 18：3 月单月全球股指涨跌不一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19：3 月单月中国股指普遍下跌，科

创 50领跌 

 图表 20：全球股市涨跌不一，标普领涨，上

证领跌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21：3 月单月 A 股行业普遍下跌，房地

产行业领涨，电子行业领跌 

 图表 22：3 月单月债市小幅上涨，利率债表

现好于信用债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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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国债长端收益率震荡，总体保持稳

定，期限利差小幅缩小 

 图表 24：COMEX 黄金和 WTI 原油现货价格持

续上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图表 2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波动上

涨 

  

 

  

来源：wind，战略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