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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及内容摘要

 2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环比下滑 0.3%至 49.2%，不及预期，连续三个月处

于荣枯线之下。PMI 供求指标 2月出现分化，新订单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显示

制造业需求有所恢复，市场预期有企稳迹象。

 受春节假期影响，2月部分企业面临停工放假，拖累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明显

收缩。2月制造业需求的企稳主要是积极政策效果显现下的国内订单拉动，在

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下外需依然疲弱；进口指数 2 月持续下滑，与新订单

指数背离。综合来看，2月的进出口增速依然承压，但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向

好，后期贸易压力将会有所减弱，而国内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才是

影响贸易能否回暖的关键。

 2 月，不同规模企业中，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景气持续分化，大型制造业

企业扩张加速，而中小制造业持续收缩，受融资约束的经营困难仍未解决。

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压力施压经济增长难言改善，在宏观政策积极逆周期调

控下，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定向扶持仍有进一步加大空间。

 此外，制造业 PMI 价格指数 2 月延续回升且幅度加大，其中，石油加工、化

学原料和制品、黑色冶炼等行业的价格指数环比上升幅度较大，受欧佩克减

产协议及煤矿矿难影响，整体生产扩张受限、预期企稳而价格上涨，预示 2

月国内 PPI 环比跌幅将再度收窄。随着国内信贷结构改善，基建及实体投融

资需求有所回暖，近期供需两端对价格还存在支撑。

 库存方面，2 月制造业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环比均下降至 2018 年以来的

低位，显示目前企业仍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由于 2 月在新订单指数大幅回

升前提下，制造业供需缺口超预期收窄，加上逆周期调节积极政策提振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回升，制造业主动去库存或将在二季度结束，届时经济企稳改

善预期也会随之增强。

 2 月制造业 PMI 小幅回落不及预期，供需指标分化，春节因素影响生产收缩

拖累制造业 PMI 下滑，而受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拉动新订单指数重回扩张区

间，市场预期有企稳迹象。同时，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增速

较快，对经济企稳预期也构成拉动因素。但仍需关注的是，虽然中美贸易磋

商有好转但进出口指数仍处低位、国内中小型企业受融资约束的经营困难仍

未解决、国内外主要经济体增长均有自身压力而放缓，综合而言，2 月新订

单的回升难以推断国内需求总体回暖，经济企稳也仍需后续验证，但大概率

国内经济将在今年触底，持续关注经济企稳拐点的出现。在市场需求预期有

所恢复的前提下，加上国内信贷结构改善对投资的支撑作用，近期工业品价

格还存在支撑，但上涨动力已在 2 月近乎消化，后续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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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节影响生产下降 订单回升预期企稳

2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中采制造业 PMI）环比下滑 0.3%至 49.2%，不及 49.4%的市场预期（见图 1），

连续三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下。PMI 供求指标 2 月出现分化，其中，受春节假期影响，企业停工拖累生产指数

环比大幅下降 1.4%至 49.5%，是制造业 PMI 超预期下滑的主因；而受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拉动新订单指数

上升 1.0%至 50.6%，结束自 2018 年 5 月以来的持续下降，重回扩张区间（见图 2），显示制造业需求有所

恢复，市场预期有企稳迹象。

图 1：中采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wind

图 2：中采制造业 PMI 生产及新订单指数

资料来源：wind

2.价格回升仍有支撑 去库存或将结束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相对于生产扩张放缓影响，制造业需求的收缩影响更大。

受春节假期影响，2 月部分企业面临停工放假，拖累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明显收缩，下滑至荣枯分界线之下

为 49.5%，是 2009 年以来的次低点，最低点为 2009 年 1 月的 45.5%。同时，2月制造业 PMI 采购量指数由

1 月的 49.1%跌至 48.3%，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分界线（见图 3），是历年同期的相对低点。在制造业企业

生产收缩的同时，企业采购量持续下降，在考虑春节因素影响之外，工业企业利润收缩也是造成企业生产、

采购活动呈现明显放缓的因素。

在 2 月制造业 PMI 新订单指数回升至 50.6%需求恢复的同时，制造业新出口订单由 1 月的 46.9%回落至

45.2%，表明 2 月制造业需求的企稳主要是积极政策效果显现下的国内订单拉动，在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下外需依然疲弱；进口指数 2 月持续下滑至 44.8%，较上月大幅下降 2.3 个百分点（见图 4），与新订单指

数背离，显示积极政策拉动下国内订单回升，后续需求或有改善，但 2 月的原材料进口需求依然低迷。综

合来看，2 月的进出口增速依然承压，但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向好，后期贸易压力将会有所减弱，而国内外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才是影响贸易能否回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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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采制造业 PMI 采购量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图 4：中采制造业 PMI 进口及新出口订单指数

资料来源：wind

2 月，不同规模企业中，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景气持续分化，其中大企业 PMI 小幅回升 0.2%至 51.5%，；

而中、小企业分别下降 0.3、2.0 个百分点至 46.9%和 45.3%（见图 5），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扩张加速，而

中小制造业持续收缩，尤其小型企业萎缩程度加剧。大型企业的景气改善受产业集中化的影响，而中小型

企业受融资约束的经营困难仍未解决。在央行持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背景下，推动落实效果

仍需追踪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压力施压经济增长难言改善，在宏观政策积极逆周期调控下，未来财

政和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定向扶持仍有进一步加大空间。

此外，制造业 PMI 价格指数 2 月延续回升且幅度加大，制造业 PMI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及出厂价

格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5.6、4.0 个百分点至 51.9%、48.5%（见图 6），其中，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制品、

黑色冶炼等行业的价格指数环比上升幅度较大，受欧佩克减产协议及煤矿矿难影响，整体生产扩张受限、

预期企稳而价格上涨，预示 2 月国内 PPI 环比跌幅将再度收窄。随着国内信贷结构改善，基建及实体投融

资需求有所回暖，近期供需两端对价格还存在支撑。但值得关注的是，2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及出厂

价格指数差值扩大，会加大企业成本压力，压缩生产利润。

图 5：不同型企业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wind

图 6：中采制造业 PMI 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库存方面，2月制造业原材料库存环比下降 1.8%至 46.3%，产成品库存环比下降 0.7%至 46.4%（见图 7），

均处于 2018 年以来的低位。2018 年二季度以来，工业企业在营收增长延续下滑的同时，企业库销比边际增

长放缓，工业行业总体进入去库存周期，2 月库存数据显示，目前企业仍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2月受春节

影响生产收缩而新订单出现大幅回升，是造成库存数据下降的主因。由于 2 月在新订单指数大幅回升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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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制造业供需缺口超预期收窄，生产指数低于新订单指数 1.1 个百分点，加上逆周期调节积极政策提振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回升了 3.7%至 56.2%（见图 8），制造业主动去库存或将在二季度结束，届时经济企稳改

善预期也会随之增强。

图 7：中采制造业 PMI 库存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图 8：中采制造业 PMI 生产-订单指数

资料来源：wind

3.PMI 回落而订单改善 关注经济企稳拐点

2 月制造业 PMI 小幅回落不及预期，供需指标分化，春节因素影响生产收缩拖累制造业 PMI 下滑，而受

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拉动新订单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有企稳迹象。同时，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较快，对经济企稳预期也构成拉动因素。但仍需关注的是，虽然中美贸易磋商有好转但

进出口指数仍处低位、国内中小型企业受融资约束的经营困难仍未解决、国内外主要经济体增长均有自身

压力而放缓，综合而言，2 月新订单的回升难以推断国内需求总体回暖，经济企稳也仍需后续验证，但大概

率国内经济将在今年触底，持续关注经济企稳拐点的出现。在市场需求预期有所恢复的前提下，加上国内

信贷结构改善对投资的支撑作用，近期工业品价格还存在支撑，但上涨动力已在 2 月近乎消化，后续空间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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