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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季度 GDP 增长主要是出口和工业回暖所致，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

量。进口应该是国内内需的先行指标。这说明国内需求仍旧低迷。同时进口也是

出口的先行指标，我们预计三季度后出口形势也不乐观。但总体看，净出口的快

速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延续到二季度。工业增加值也有较快恢复。其中制造

业、采矿业的增速也高于去年年底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生产增长势头较好。 

投资有所恢复，房地产市场预期好转。我们预计房地产投资会在二季度继续

维持这种趋势。但基础建设投资可能会在三季度开始有所下滑。唯一令人担忧的

是制造业投资并没有遏制住下滑趋势，制造业即使内需部门，也是外需部门，说

明经济后期增长仍有不确定性。 

从这次 4月 19日政治局会议内容来看，中央对经济增长及国内形势的判断与

去年底相比较有所变化。首先，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良好开端表示认可，对

后期的经济增长预期相对好于去年底。因此更加关注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方

面， 前期的一些稳经济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可能会

更加趋向于财政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控又回到相对严格的局面；后期环保压力可

能会重现。这些变化将会对商品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我们对近期商品市场的看法：我们认为当前部分商品价格已经较为充分反映

供需状况。后期值得注意的方面有：1.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是否持续升温？

2.环保压力会在什么时候重现？3.国际原油价格会在多高位置停留多久？国内通

胀形势能否稳住？4.四、五月份货币宽松程度时候会有所变化？ 

 

 

 

从一季度数据及政治局会议看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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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季度数据及政治局会议看商品价格走势 

一季度 GDP 增长主要是出口和工业回暖所致 

2019 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为 6.4%，与去年四季度相同，略超出我们 6.3%

的预期，而且从工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情况的等方面数据来看似乎经济恢复程度超

乎前期一致预期。从 “三驾马车”对 GDP 拉动作用来看，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

主要力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前值 0.5%大幅上升至 1.46%。而最终

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同比增速的拉动则分别从前值 4.6%下降至 4.17%

以及从前值 1.3%下降至 0.77%（见图 1）。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净出口的

贡献率上升了 14.8 个百分点至 22.8%；而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则下降 6.5 个百

分点至 65.1%，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下降 8.3 个百分点至 12.1%（见图 2）。这

种情况有点类似于 2017 年四季度，当时也是出口出乎意料的大增，随后经济增速

有所上扬。 

这次净出口的反弹是在国际贸易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有进口增

速下滑过快的原因。三月份进口增速为-3.8%（见图 3），整个一季度的进口增速

不到 1%；而去年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接近 20%。进口应该是国内内需的先行指标。

这说明国内需求仍旧低迷。同时进口也是出口的先行指标，我们预计三季度后出

口形势也不乐观。但总体看，净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延续到二季

度。 

工业增加值也有较快恢复。三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 8.5%的速度高于 2015～

2018 年同月的水平，一季度累计工业增加值增速 6.5%，略低于 2017、2018 年同

期的水平。分行业看，三月份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9%、4.6%、7.7%，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制造业、采

矿业的增速也高于去年年底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生产增长势头较好。 

投资有所恢复，房地产市场预期好转 

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3%，较去年全年增速回升了 0.4 个百分点。

分三大领域中，制造业投资继续回落，仅增长 4.6%；而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均有大

幅回升，分别增长 11.8%和 2.95%，较去年全年增速回升 2.3 和 1.2 个百分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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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无论是开发投资完成额还是新开工面积，都有不

同程度的反弹。考虑到土地成交价款和购置面积增速大幅回落，预计扣除土地购

置费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较强改善，这与市场预期有着紧密联系。一是在往年停

缓建项目的“复工潮”下，施工进度加快，推升建安工程投资快速回升。二是随

着一二线城市规模的推进，在前期调控政策下，库存下降很快；同时今年调控政

策并没有加码，市场预期在好转。我们预计房地产投资会在二季度继续维持这种

趋势。但基础建设投资可能会在三季度开始有所下滑。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制造业

投资并没有遏制住下滑趋势，制造业即使内需部门，也是外需部门，说明经济后

期增长仍有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相对宽松 

三月份新增社融 2.86 万亿元，同比多增了 1.28 万亿元，增幅为 80.4%，也

是 2017 年八月份以来的增速新高。其中贡献主要来自于贷款、 表外非标融资以

及地方政府专项债。三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69 万亿元，同比多增 5777 亿元。

增速为 71.4%（见图 9、图 10）。这其中居民的中长期贷款较去年同期多增了 800

多亿元，主要是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所致。而针对企业的一般贷款对于信贷的贡

献也在上升，企业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也有所改善。总体来看，一季度货币环境相

对宽松。 

4 月 19 日政治局会议内容解读 

4 月 1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与去年 12 月的政治局会议相比，有如下三

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对经济增长的表述发生了变化。 

这次政治局会议对经济的判断是：“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

局良好。”而去年底的表述则是“稳中有变”。 

二、宏观调控的内容有所变化。 

这次的会议没有继续提到“六个稳”的目标，二是对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进行了提升，主要的表述：1.“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

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

是结构性、体制性的”；2.“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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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3. “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

项工作”。与去年底的会议相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所好转，进而更加关注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稳经济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变化。 

三、再次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调控定位 

这次会议重现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好一城

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这种提法又回归到 2018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

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调控思路上来。这说明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调

控的态度又回归到相对严格的思路上。因此我们对房地产市场三季度后的趋势相

对谨慎。 

我们认为，从这次政治局会议内容来看，中央对经济增长及国内形势的判断

与去年底相比较有所变化。首先，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良好开端表示认可，

对后期的经济增长预期相对好于去年底。因此更加关注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方面， 前期的一些稳经济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可能

会更加趋向于财政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控又回到相对严格的局面；后期环保压力

可能会重现。这些变化将会对商品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我们对近期商品市场的看法 

一季度随着中央各项政策的实施，国内经济增长势头企稳，商品的供需矛盾

得到一定缓和。在需求的带动下，商品的产量恢复较快。一季度国内市场的钢材

和水泥产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10.8%和 9.4%（见图 11），与 11.8%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速相一致，共同达到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说明在基建和房地产市场的带动下，

黑色产业产销两旺。这从黑色产业接个上也得到印证。南华黑色商品指数今年以

来已经上扬超过 20%（见图 12）。当然这里面也有原材料涨价导致的因素。 

从预期来看，我们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速会继续加快，需求端仍旧较旺；但内

需的两大主要推动力——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并没有预期的那么乐观，所以我们认

为当前部分商品价格已经较为充分反映供需状况。 

后期值得注意的方面有：1.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是否持续升温？2.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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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会在什么时候重现？3.国际原油价格会在多高位置停留多久？国内通胀形势

能否稳住？4.四、五月份货币宽松程度时候会有所变化？ 

 

 

 

 

 

 

 

 

 

 

 

 

图 1、一季度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 图 2、出口贡献最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3、出口增速 图 4、工业增加值有所恢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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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固定投资增速 图 6、房地产拉动投资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7、今年房地产相对乐观 图 8、汽车销售有待观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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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货币环境有所宽松 图 10、信贷投放较快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11、主要商品产量及进口增速 图 12、商品价格已基本反映供需矛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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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球大类资产表现】 

全球主要大宗商品涨跌幅 全球主要货币对涨跌幅 

  

 

全球股指涨跌幅 全球主要国家 10 年期国债涨跌基点 

  

 

CRB 指数涨跌幅 南华大类指数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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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102 号祥恒广场 15 层 1505
室 

电话：0531-80998121 

南通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89 号总部大厦六层 603、604 室 

电话：0513-89011168 
 

厦门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6 号之二砖石海岸 B栋 1903 单元 

电话：0592-2120291 

 
汕头营业部 

汕头市龙湖区金砂路 103 号星光华庭商铺 112、212 号房复式 
电话：0754-89980339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中央广场 B区准甲办公室 1405 室（第 14
层） 

电话：0791-83828829 
 

义乌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 208 号 2楼 

电话：0574-85201116 
 

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商务中心区 B地块新地中心二期 808 室 

电话：025-86209875 
 

嘉兴营业部地址 
嘉兴市南湖区文桥路 505 号融通商务中心 3幢 1801 室 

电话：0573-89997820 



 

 

免责申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我公司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报告中的

信息和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均不能作为您所进行期货买卖的绝对依据。由于报告在编写

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南华期货公司发布的其他信息有不一致及有不同的结论，未

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了南华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

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 

另外，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只是反映南华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

前通知。未经南华期货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内容不得以任何范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复印本予

以任何其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留我公司的一切

权利。 

 

 

 

 

 

 

 

 

 

 

 

 

 

 

 

 

公司总部地址：杭州西湖大道 193 号定安名都 3层邮编：31002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 8888 910 

网址：www.nanhu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