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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回暖：主要靠涨价 

——10 月经济数据点评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10 月宏观经济名义值有所回暖，但主要原因或来自涨价的贡献。例如，消费

名义增速有所回升，但剔除涨价因素的影响后，实际增速还有下行。制造业

投资、出口看似名义增速较高，但剔除原材料价格和出口价格大涨的因素，

实际数量的增速其实并不高。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仍然在下行，剔除涨价后，

降幅还进一步扩大。 

 下一阶段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可能依然存在，预计政策会转向稳增长，但在通

胀仍有压力的情况下，结构化的工具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是短期内降息

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能需要等到供给端的政策打开，经济从类滞胀转向类通

缩，降息的空间才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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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回升：主因在于涨价 

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速为 4.6%，相比于 9 月进一

步回暖。10 月消费季调环比为 0.4%，较 9 月也略有回升，其中商品零售在“双 11”预

热等促销活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增速从 9 月的 4.5%上行至 5.2%；而

餐饮收入则受 10 月底的点状疫情影响略有回落，增速从 9 月的 3.1%下跌至 2%。从具

体行业来看，通讯器材、石油相关、建材、粮油食品增速相对较高。 

图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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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实际当月同比为剔除了价格因素 
 

图2 各年份 10 月消费季调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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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 各类商品限额以上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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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增速回升的背后，主要原因在于涨价。如果剔除掉价格因素，

10 月实际社零同比增速为 1.9%，较 9 月的 2.5%反而略有下降；从分项看，同比增速相

对较高的行业，其价格涨幅往往也相对较高，例如，蔬菜的价格自 10 月来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上升，而油价受海外需求恢复的影响也出现了上升，这与前面提到消费增速相对

较快的行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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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部分商品价格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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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投资偏弱：地产拖累明显  

10 月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为-2.9%，两年平均增速为 4.4%，相比于 9 月的

3.0%有所回升，略低于 8 月的 4.7%，仍处于相对低位。从季调环比看，10 月固定资产

投资季调环比 0.2%，与 9 月持平，但与历年 10 月相比，今年 10 月季调环比增速为最

低值。分类别来看，当前仅制造业投资有正向贡献，房地产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图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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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6 历年 10 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季调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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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7 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当月同比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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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21 年同比为两年平均增速 



                                                       宏观研究—宏观快报点评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房地产基本面继续下行，拖累房地产投资增速走低。10 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增速为

-5.5%，为自 1999 年 2 月以来的次低值，仅高于 2020 年 2 月。而房地产投资额还是名

义值，如果剔除原材料涨价的因素，实际投资增速可能更低。10 月房地产购地面积当

月同比增速为-24.2%，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增速为-33.1%，施工面积当月同比增速为

-27.1%，均较 9 月继续较大幅度的下滑。 

从销售来看，房地产销售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表现不佳，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分别出现 20%以上的降幅，为去年 2 月以来的最低值。这些指标往往是房地产投

资的领先指标，由此看来，下一阶段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将保持低位。虽然政策底已经看

到，但基本面的底可能还没有到来。 

图8 购臵土地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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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21 年同比为两年平均增速 
 

图9 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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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21 年同比为两年平均增速 
 

制造业投资有进一步的提升，但价格因素仍然值得关注。10 月制造业投资增速为

10.1%，较 9 月略有上升，两年平均增速为 6.9%，也比上月有所提高。但是，制造业

投资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可能部分是受到价格抬升的影响。由于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不

断创下新高，10 月 PPI 同比增速已达 13.5%，单看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速高达 17.9%。

这说明，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图10  生产资料价格和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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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基建投资增速回暖，但仍在低位。基建投资增速从 9 月的-6.5%回升至 10 月的

-2.5%，这一部分或是由于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的加快，在专题《多少基建：可以期待？》

中我们曾提到 8 月和 9 月地方债发行有所加快，尤其是 9 月单月发行规模超过 5000 亿

元，为年内最高。当前，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从 8 月底的 76.0%快速上升至 92.5%，但

从整体进度来看，专项债发行仍慢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下一阶段，受地方隐性

负债严控、非标继续压降以及房地产政策持续高压的影响，基建投资回升力度或相对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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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给压制生产，出口支撑减弱 

10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3.5%，两年平均增长 5.2%，较 9 月

的 3.1%和 5.0%略有提高，但仍低于今年 8 月及之前的水平。从季调环比来看，10 月

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为 0.4%，为 2011 年以来同期次低值。从具体行业来看，医药、电

子、电热供应行业是工业增加值增速最高的行业。 

图11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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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2 历年 10 月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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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供给端对生产增速仍有压制，但短期有所缓解。我们将限产组和对照组的生产增速

进行了对比，两者之间的增速有明显的分化，这一现象与 2016-2017 年供给侧改革时

期接近。非限产组的表现要好于限产组，这说明，如果没有供给端的限制，整体工业增

速会比现在要稍微高一些。10 月限产组生产增速有所回升，而非限产组生产增速继续

下滑，整体带动工业生产边际好转。 

在 2016-2017 年的时候，由于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周期，非限产组的需求端能支撑

生产增持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当下，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需求端相对疲弱，使得中

下游企业难以将上游的涨价传递下去，这使得非限产的行业也出现生产的减速。如果需

求端恢复不及预期，非限产组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大。 

从需求端来看，之前支撑作用较大的出口在逐步高位回落。前期生产中较为强势的

行业，一部分是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海外的旺盛需求支撑了相关行业的生产，如家电

音像、消费电子行业的生产，但随着海外对耐用品消费的逐步减退、出口在剔除价格因

素后已出现回落，国内出口组行业与非出口组行业之间的增速差也在逐步减小。 

图13 限产和非限产组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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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限产组是指直接受政策直接影响的煤

炭、黑色、有色、非金属矿开采，造纸、石化炼焦、化工、化纤、非金属

矿物制品、黑色和有色冶炼行业 
 

图14 出口和非出口组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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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出口组为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超过 20%

的行业，非出口组为出口占总产出比重低于 5%的组 

 

服务业生产出现回落。10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8%，相比于 9 月出现回落，

两年平均增长 5.6%，但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服务业生产的下滑，部分是

由于 10 月 17 日以来点状疫情的影响。本轮疫情从确诊病例数上接近 7-8 月南京疫情的

水平，但受影响的省份较南京疫情更多，这对线下的人员流动造成一定阻碍，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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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务也生产。 

图15 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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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全国每天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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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4. 期待更加积极的政策 

总体来看，当前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从结构上来看，之前对经济能有一定支

撑的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如果剔除掉涨价因素，其实增速并不高，而房地产基本面仍在

下行，点状疫情的发生可能拖累消费，下一阶段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我们的高

频同步指标也显示，当前生产仍将有下行的可能，消费虽有回升但仍然相对疲弱，出口

的增速虽然较高，但还主要是由于价格因素。 

我们在专题《不是降息，而是定向宽信用——碳减排支持工具点评》中有提到，经

济稳增长压力显现，预计政策会转向稳增长，但在通胀仍有压力的情况下，结构化的工

具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例如 11 月 8 日推出的央行碳减排工具，就能够一定程度上起

到结构性宽信用的效果。但是短期内降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能需要等到供给端的政策

打开，经济从类滞胀转向类通缩，降息的空间才能打开。 

图17 海通宏观团队经济高频指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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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 



                                                       宏观研究—宏观快报点评 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信息披露 

分析师声明 

[Table_Analysts] 梁中华 宏观经济研究团队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

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

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

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

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海通证券及其所属

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海通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

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

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海通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海通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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