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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2015 年财金政策搭配提前揭晓，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连续第

五年成为宏观调控的年度搭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

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

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

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受中国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强、国际经济复

苏不稳定的双重压力影响，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趋于优化、物价涨幅趋于适度、

新增就业趋于稳定、经济新增速趋于向潜在水平的新常态。12 月份，中国制造

业 PMI 为 50.1%，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12 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仅微高

于荣枯线临界值，但降幅收窄。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工业品

出场价格继续下滑，相关行业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生产和订单受到一定影响，

此为 PMI 回落的主要原因。PMI 指数走势表明工业增长呈下行状态，但势头趋

缓，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处于由降转稳的过程之中。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在 7%

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同比涨 1.4%，创 5年来新低。与此同时，11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下降 2.7%，环比下降 0.5%，追平了去年 6 月的低点。预计 PPI 负增长态势

难以在短期内逆转，这一轮 PPI 负增长已创近 30 年工业领域通缩的最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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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业去产能仍将延续，内需疲弱难以改观，PPI 已连续 33 个月负增长，工

业通缩风险持续扩大。11 月 PPI 环比继续下降主要是受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的影

响。在油价下跌的同时主要原油生产国家和地区并无减产意向，将带动一系列

工业产品价格继续走低。全球原料初级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

工业产品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趋势仍将延续。 

国家统计局披露，1-11 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 56208 亿元，同比（比上年

同期）增速降至 5.3%，较 1-10 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其中，11 月当月工业利

润总额 6761.2 亿元，同比下跌 4.2%，降幅创 27 个月新高。11 月工业利润降幅

扩大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增速比 10 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价格降幅扩大使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特别是煤炭、原油等上游

基础产品价格回落到近年来低位；主要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11 月

出口同比增长 4.7%，但进口增速则由升转跌为 6.7%，“一升一降”间贸易顺差

以 544.7 亿美元的高额数字年内第三次刷新单月历史最高纪录。进出口不平衡

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也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压力。近期大宗商品价格走跌是拉

低进口增速的一大原因，但也反映了内需疲弱。进口疲弱，出口减速，会进一

步增加政策稳增长的压力。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出的信号来看，明年政策会

继续注重稳增长和调结构相平衡。11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632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3%。在今年 8 月份用电量增速出现年内首次“负增长”后，9 月、10 月、

11 月全社会用电量呈现了低速反弹的格局但仍低迷。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于 2015 年 1 月 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014

年 12 月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超预期回落至 55.5，创半年（2014

年 6 月份以来）新低。预期会略微回潮至 57.5，前值为 58.7。尽管数据回落，

但 ISM 调查主席 Holcomb 表示，虽然美国制造业的看法略微显得“乱如一锅

粥”，但 ISM 相关数据下滑“不足为虑”。12 月 29 日，美联储本周政策会议释

出将在明年升息的强烈信号，改变将在“相当一段长时间 ”保持近零利率的承

诺，展现出对美国经济抱有信心。美元受此消息激励全线大涨。对一篮子 6 种

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 0.41%，盘中触及 89.654，创下 2006 年 4 月以来最高。

美国 12 月 2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 9000 人，至 28 万人，为七周低点；

低于市场预期的 29 万人，前值为 28.9 万。本月稍早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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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 11 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32.1 万人，失业率持稳于 5.8%，

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在年末持续改善。美联储（FED）上周表

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有所改善，并称委员们会在提高纪录低利率方面

保持耐心。美联储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一直维持近零水平的低利率。美国第三

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终值上修为增长5.0%，创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增幅，

优于市场预期的增长 4.3%，初值为增长 3.9%。GDP 终值大幅上修，增速创下逾

十年来最快，受稳健的消费支出及企业投资提振。美国商务部（DOC）发布数

据显示，美国 11 月个人支出月率上升 0.6%，预期会上升 0.5%，10 月份由上升

0.2%修正为上升 0.3%；11 月（针对通胀率进行调整之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月率上升 0.7%，创 8 月份以来最大升幅，前值上升 0.2%。美国 11 月消费者开

支录得过去三个月里最大升幅，因为低廉的汽油价格让美国消费者获得更大的

自由开支空间，表明美国经济活动非常活跃。美国劳工部（TheLaborDepartment）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季调后 CPI 月率下降 0.3%，差于前值持平和预期值

下降 0.1%；美国 11 月未季调核心 CPI 年率为增长 1.7%，也低于前值和预期值

（两者均为增长 1.8%）。美国 11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录得近 6 年来最大跌

幅，因汽油价格下跌，但是这可能仍无助于改变对美联储（FED）将在 2015 年

中期开始加息的预期。综上数据所示，美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复苏发展。 

数据编制机构 Markit 周五（1 月 2 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欧元区 12 月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下修为 50.6，低于初值 50.8，但高于 11 月的 17

个月低点 50.1。12 月指数高于荣枯分界线 50，但这个月几无改善迹象，新订单

分项指数仅有 50.2。欧元区制造业活动在 12 月以低迷不振的状态结束了 2014

年，产出、新订单和就业分项指数均增长乏力，这加大了要求欧洲央行（ECB）

采取行动支撑经济的压力。 Markit 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称，欧元区

12 月商业活动增长略有加速，但德国和法国的表现仍然堪忧，增长主要受其他

国家表现提振。一方面，PMI 的回升表明欧洲央行刺激措施开始奏效，而衡量现

行措施的作用仍需更多时间。另一方面，PMI 回升幅度不尽如人意，德法两国又

都表现疲弱，可能促使欧洲央行尽快实施进一步的刺激措施。欧洲避免陷入通

缩的努力在 11 月份遭遇挫折。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三（12 月 17 日）确

认，欧元区和欧盟 11 月通胀率均回落至五年低点。数据显示，欧元区 11 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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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物价指数（CPI）终值年率升幅仅为 0.3%，符合预期和初值，10 月年率升

幅为 0.4%；欧盟 11 月 CPI 年率上升 0.4%，10 月为上升 0.5%。欧盟统计局

（Eurostat）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确认为季率

增长 0.2%，年率增长 0.8%，与初步数据一致，但分项数据表现强弱不一。总体

而言，分项数据表明未来几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仍将疲弱，除非企业信心大

幅好转，不过这点可能难以成为现实。市场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发出不信任信

号，投资者已经渐趋认为，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衰退和增长停滞状况可能已经成

为了相关国家的新一波政局动荡状况的导火索，。而事实上，除了一直以来风雨

飘摇的欧元区周边“欧猪”国家以外，德国等原本被认为无恙的欧元区核心国

家当前的经济状况也已经步履维艰。这意味着在投资者在整个欧元区的范围内

已经很难找到资金避风港。欧洲区经济发展疲弱。 

2222    美联储退出 QE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美国东部时间12 月17 日,美联储在12 月议息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宣布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0~0.25%不变并修改利率的前瞻指引:用“对于货

币政策恢复正常化应保持耐心”这一措辞,取代了此前“QE 结束后维持低利率

相当长时间的立场一致”的表述,同时也指出两者在货币政策立场上具有一致

性。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至少会等待两次会议以后才加息，暗示至少

不会在明年 4 月以前加息。QE 结束之后,所持再投资的滚动原则不变。10 月份

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以后,美联储继续将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再投资到 MBS。遵守所

持有债券到期再投资买入的滚动投资原则,意味着美联储持有长期证券的规模

不变,资产负债总额不会急剧收缩,加息之前会继续投放流动性。对全球资本市

场影响最大的美联储降息也有望在 2015 年二季度到三季度这个时间点落地，美

国货币政策的收紧预期和落地，实际利率水平的稳步爬升将继续吸引全球资本

回流美国从而推升美元指数，对各种资产价格构成影响。美国 2015 年的加息进

程正式公布,这将继续支撑美元与美债收益率走强,显著压制商品价格。 

3333    供需展望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汇丰银行 12 月 31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终值为

49.6，略高于初值 49.5，但低于上月终值 50，跌至 2014 年 6 月以来新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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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数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且低于荣枯线 50，表明制造业进入萎缩区间。外

需条件微幅改善，内需疲软仍是主因。新订单指数跌至 49.7,为今年五月以来低

点；价格指数再度下滑。尽管数据走低不乏暂时性因素如 APEC 期间停产工厂尚

未完全复工等，但总体制造业仍处困境。12 月数据表明制造业在年末进一步减

速，主要因国内需求转弱导致。加之近来经济数据屡次低于市场预期，期待政

策再度宽松。11 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 6761.2 亿元，同比下降 4.2%，

降幅比 10 月份扩大 2.1 个百分点。今年 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10 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 11 月部分经济数据：投资增速回落，1－11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名义增长 15．8％，增速比 1－10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继续回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2％，比 10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受

到制造业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两大部分增速下行的拖累，11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不仅是今年连续第五个月下滑，也再次刷新了自 2002 年以来近 13 年的增

速新低。 统计局 12 日公布数据，2014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660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1.9%，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 

2014 年 10 月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报告显示预计全球铜市场将在 2014

年出现 27 万吨缺口，因运转故障加之新矿启动运营的时间遭延迟，将导致产出

增幅低于预期。2015 年料出现 39 万吨盈余，说明后期供应压力越来越大，对铜

价不利。该组织此前在 4 月预计全球铜产量将超于需求约 40 万吨，因需求增速

将落后于产出增速。 

受经济形势影响对铜需求不利，供应过剩，供需面对铜价将继续起到压制

作用。 

4444    库存水平较低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LME、SHFE 和 COMEX 铜库存分别为 17.7、11.19

和 2.66 万吨，SHFE、LME 和 COMEX 总库存为 31.55 万吨，处于近四年低位。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经过上述多空因素的分析，铜期货价格总

评分为-2，市场状态为震荡。 

★★☆☆☆☆☆☆☆☆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代表代表代表代表+1+1+1+1 分分分分，，，，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代表代表代表代表----1111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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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至至至至（（（（----7777））））分分分分，，，，强烈空头市场强烈空头市场强烈空头市场强烈空头市场；；；；    

（（（（----6666））））至至至至（（（（----3333））））分分分分，，，，一般空头市场一般空头市场一般空头市场一般空头市场；；；；    

（（（（----2222））））至至至至（（（（+2+2+2+2））））分分分分，，，，震荡震荡震荡震荡；；；；    

（（（（+3+3+3+3））））至至至至（（（（+6+6+6+6））））分分分分，，，，一般多头市场一般多头市场一般多头市场一般多头市场；；；；    

（（（（+7+7+7+7））））至至至至（（（（+10+10+10+10））））分分分分，，，，强烈多头市场强烈多头市场强烈多头市场强烈多头市场；；；；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图图图图 1：：：：LME 铜三个月连续和沪铜三个月连续走势对比图铜三个月连续和沪铜三个月连续走势对比图铜三个月连续和沪铜三个月连续走势对比图铜三个月连续和沪铜三个月连续走势对比图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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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图图图图 3：：：：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图图图 4：：：：中国发电量中国发电量中国发电量中国发电量 图图图图 5：：：：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电缆及当月同比电缆及当月同比电缆及当月同比电缆及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图图图 6：：：：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不含农户不含农户不含农户））））增速增速增速增速 图图图图 7：：：：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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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8：：：：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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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图图图 9：：：：ICSG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ICSG 

 

 

 图图图图 10：：：：铜库存铜库存铜库存铜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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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图图图图 11：：：：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精炼铜精炼铜精炼铜精炼铜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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