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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冲击， 2020 年初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形势

波动较大， 但后期稳步恢复向好。 在一系列政

策的作用下 ， 复工复产逐渐好转 ， “六稳 ”

“六保” 工作扎实推进， 我国经济实现由负转

正， 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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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外工业生产现状， 我国工业生产持续景

气， 各区域制造业整体表现良好。

一、 国内外工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 国际环境

在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 全球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显著增大。 2020 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波动过程， 5 月上升至最

高点 429.43， 随后整体呈波动性下降趋势， 全

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值为 320.48， 比

2019 年高出 25%以上 （见图 1）。 全球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指数由 2019 年的 154.33 下降至 2020

年的 75.77， 降幅超过 50%， 表明贸易对全球经

济的增长贡献持续降低。 从制造业的状况来看，

2020 年全球制造业经历了明显的 “V” 型走势。

2020年 3月， 全球采购经理指数 （PMI） 骤降至

45 以下， 4 月跌至低于 40 的谷底， 随后逐步回

升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 全球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服务业

采购经理指数 （PMI） 均高于荣枯线水平， 反映

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逐渐回暖。

总体而言，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

响下， 全球经济仍将继续分化， 国家之间的差

距将继续扩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 2021 年后， 全球经济增速将在中期放

缓至 3.5%的水平。

1.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之路崎岖。

从美国来看， 因前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未被重视并加速蔓延， 对经济冲击较为严重。

另外， 2020 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遭受供应链中

断的危机， 由于需求下滑而严重萎缩。 美国非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 2020 年 3 月的

52.5 短期内降至 41.8， 是 10 年以来首次降至荣

枯线之下， 随后一路反弹， 6 月位于荣枯线之

上， 12 月达到 57.7， 超过 2019 年的同期水平，

表明美国非制造业活动已逐渐恢复。 2020 年 1

月～2 月，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均

图 1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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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 以上， 3 月～5 月均低于荣枯线， 分别为

49.1、 41.5 和 43.1， 6 月开始回升， 12 月达到

60.5， 显著高于 2019 年同期 47.7 的水平， 反映

了其制造业强劲复苏的趋势。 从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 （PMI） 分项指数来看， 制造业的产出和

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 呈现显著的 “V” 型走

势， 分别由 4 月的 27.5 和 27.1 提高至 12 月的

60.7 和 61.1， 同样显著超过 2019 年的同期水

平， 就业、 客户库存和订单库存等指数也恢复

至荣枯线之上。 但消费者信心仍显不足， 表现

为消费者指数仍在波动， 12 月为 79.0， 仍明显

低于 2019年的同期水平。

从欧洲来看， 2020 年欧盟和欧元区的萎缩

程度较为严重。 由于各国经济系统抵御冲击的

能力有较大差异， 经济回暖的进度也有所不同。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20 年上半年，

欧洲经济全面陷入技术性衰退， 欧盟与欧元区

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较第一季度萎缩

11.7%和 12.1%， 单季度下降幅度是欧盟自 1995

年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一系列强刺激政策

下， 2020 年下半年起欧洲经济开始复苏。 2020

年 12 月， 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景气指数分别为

91.8 和 92.4， 较 4 月上升了 24.7 和 24.6， 表明

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正在回暖， 但与 2019 年的

同期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同时， 欧元区的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 4 月的低谷回升

至荣枯线之上， 并超过 2019 年的同期水平， 但

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仍在荣枯线之下且

不及 2019年的同期水平。

从日本来看， 2020 年上半年， 日本经济严

重萎缩， 各项指标全面下降， 尽管下半年有所

反弹， 但下行压力仍较大。 2020 年 1 月～5 月，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受到重创， 由 48.8

连续下降至 38.4， 6 月起逐步回升， 12 月升至

荣枯线， 但仍延续不温不火的趋势， 表明日本

制造业的复苏仍有一定挑战。 针对经济低迷的

情况， 日本推出了总规模达经济总量 40%的经

济刺激计划。 2021 年初， 日本央行宣布继续保

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 0.1%

的水平， 并通过实施购买长期国债等一揽子计

划， 使长期利率维持在 0 左右。 总体而言，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基本抹平了日本近年来以

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 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结构

性改革取得的经济成就， 加大了日本未来经济

前景的不确定性， 日本经济短期内可能再次回

到通缩。

2.新兴市场分化明显。

2020 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全球

贸易摩擦事件升级与需求不振的影响， 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下滑， 内部发展不平

衡的程度有扩大趋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对金砖国家的冲击较为严重， 外部环境因素的

不确定性对其改革和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 新兴市场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复苏。

俄罗斯经济逐步回暖。 从工业来看， 2020

年工业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跌幅超过 7%， 5 月

后逐步回升， 12 月仍为负值， 总体未恢复到原

有的产出水平。 从具体产业来看， 由于欧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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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石油开采量减少， 对煤炭等矿物需求降

低， 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量连续多个月份呈现

同比下降趋势， 与供水、 卫生有关的工业生产

也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但制造业商品产值呈现

正增长。 制造业生产逐步回暖， 但仍较为低迷。

2020 年 4 月～6 月，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分别为 31.3、 36.2 和 49.4， 总体低于 2019 年同

期水平， 10 月～12 月已经高于 2019 年同期水

平， 表明其制造业逐步回暖， 但仍低于荣枯线，

反映了其制造业生产仍然乏力。

巴西经济有望恢复增长 。 2020 年 1 月～3

月， 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 1.5%， 7 月～9

月同比下滑 3.9%。 巴西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 月跌至 36.8， 远低于第一季度， 5 月实

现小幅反弹， 6 月后连续高于荣枯线且上升趋

势明显， 10 月～12 月为 66.7、 64.0 和 61.5， 显

著高于 2019 年同期水平， 表明巴西制造业需求

强劲。

南非复苏前景复杂 。 2020 年 1 月～3 月 ，

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3.2%， 是十年以

来的最大跌幅， 4 月～6 月经济有所恢复， 7月～

9 月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再次下滑 6.1%。 南非

制造业受冲击较大 ， 2020 年 5 月 ， 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低谷 32.5， 随后逐步

回升 ， 12 月已回升至荣枯线之上 ， 且高于

2019 年同期水平。

（二） 国内环境

2020 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也受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 为抗击疫情， 2020

年初实行了停工停产， 再加上物流运输放缓及

图 2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工业行业增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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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等影响， 1 月～3 月工业生产同比下降

8.4%， 4 月～6 月供给端逐步修复， 工业实现增

长 4.4%。 2020 年上半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1.3% （见图 2）。 2020 年下半年，

工业增加值逐步回升， 10 月～12 月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9%、 7.0%和 7.3%， 12 月实现累计

同比增长 2.8%。 从经营效益指标来看， 3 月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降幅较大， 同比下降

34.9%， 随后逐步恢复， 7 月基本保持在 20%的

增长水平。 工业生产之所以持续走强， 除了政

策作用外， 还在于工业由停工转向复产的难度

相对较小， 外需走强也是拉动工业生产的一大

原因。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叠加终端需求降

低， 2020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物价水平处于通缩

通道， 2 月～5 月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同比下降由

0.4%增至 3.7%， 6 月后逐步上升， 12 月实现由

负转正。 此外， 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变动情况来看 （见图 3），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 （PMI） 仅 2 月受到较大影响， 平均为

35.7， 3 月显著反弹升至 52， 此后均稍高于荣枯

线， 表明制造业的总体景气程度仍然不高。 分

项指标显示， 制造业生产采购经理指数 （PMI）、

新订单采购经理指数 （PMI） 自 3 月复工复产以

来， 均显著高于荣枯线， 表明这两项是拉动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主要方面。 从不同

规模的企业类型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 大型企业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高于中小型企业， 表明大型企业受到的冲击相

对较小， 发挥了稳固制造业的作用， 中小企业

在全年多个月份跌破荣枯线， 表现相对不足。

二、 当前我国区域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及面

临主要困难

（一） 我国区域工业经济运行特点

1.区域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四大板块工业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稳定向

好趋势， 尽管第一季度震荡较大， 但第二季度

图 3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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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四大板块工业生产均实现由降转增， 尤其

是第四季度工业生产增速更为显著。 从四大板

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 东部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波动较大， 四大板块中增

速的最低点和最高点均位于东部地区， 由 2020

年 1 月～2 月增速下降 16.9%增至 12 月的 8.8%，

提升了 25.7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第四季度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为显著， 12 月达到最高

点， 增速为 6.9%， 较 1月～2月提升了 23.6 个百

分点； 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波动

幅度较小， 1 月～2 月增速下降 7.6%， 为增速最

低点， 而 10 月达到增速最高点 6.1%， 提升了

13.7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从 3 月开始实现正增长， 增速为 7.1%， 9

月达到最高点， 增速为 8.5%， 较 1 月～2 月提升

了 20.0 个百分点 （见图 4）。 总体上， 东北地区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速高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较为明显， 尽管第一季度受冲击较大， 但 9

月～12 月增速均实现了 7.5%以上的增长， 增速

分别为 8.0%、 7.6%、 8.8%和 8.8%。

从 2020 年四大板块各省 （自治区 、 直辖

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来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有负增长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而东北地区均呈正增长趋势 （见图

5）。 具体而言， 东部地区的江苏和浙江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高， 分别为 6.1%和 5.4%，

海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低， 比江苏和

浙江分别低 10.6 个百分点和 9.9 个百分点； 中

部地区的安徽和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图 4 2020 年四大板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示意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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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分别为 6.0%和 5.7%， 湖北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呈现负增长趋势， 增速下降 6.1%，

比安徽和山西分别低 12.1 个百分点和 11.8 个百

分点； 西部地区的西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位居全国首位、 新疆位居全国第二位、 甘肃

位居全国第四位， 增速分别

为 9.6%、 6.9%和 6.5%， 而青

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呈现负增长， 下降 0.2%， 比

西藏、 新疆和甘肃分别低 9.8

个百分点 、 7.1 个百分点和

6.7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的吉

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为 6.9%， 比增速较低的黑龙

江和辽宁分别高 3.6 个百分点

和 5.1个百分点。

2.区域工业新旧动能转换

增强。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战略

的深入实施， 区域新动能加

速培育壮大， 尤其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生

产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为经

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 新兴

产业增势明显， 对区域工业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较为显

著。 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新

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业

增势良好， 在行业中比重不

断加大， 创新驱动效应不断显现。 2020 年， 江

苏、 江西、 重庆和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46.5% 、 38.2% 、

19.1%和 10.2%，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22.1%

图 5 2020 年四大板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示意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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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8.5%； 浙江、 重庆和云南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 个百

分点、 2.2 个百分点和 1.1 个百分点， 浙江战略

性新兴产业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1 个

百分点， 浙江、 湖南和山东装备制造业分别拉

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3 个百分点、 3.2

个百分点和 2.9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 东部地区具有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规模优

势， 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趋势明显。 从

高技术制造业来看， 2020 年， 中部地区的安徽、

湖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16.4%和 16.0%， 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水平高 10.4 个百分点和 11.2 个百分点； 西部地

区的甘肃、 新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 2019 年

分别增长 22.0%和 25.0%， 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水平分别高 15.5 个和 18.1 个百分点。 从战

略性新兴产业看， 中部地区的安徽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比 2019 年增长 18%， 增速比规模以

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12.5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

陕西 、 甘肃和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14.7%、 14.9%和 20.5%， 增速

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13.7 个百分点、

8.4 个百分点和 13.6 个百分点。 从装备制造业

看， 西部地区的甘肃、 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 2019 年增长 22.0%和

38.1%， 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15.5个百分点和 37.4个百分点。

3.区域工业主导产业快速发展。

2020 年， 随着复工复产措施的逐步推进，

各地工业主导产业率先实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态

势。 与 2019 年相比， 2020 年东部地区的计算机

通信电子、 汽车、 生物医药和专用设备等制造

业快速增长， 北京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和医药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6%和 9.4%； 天津电气

机械和器材、 汽车产业分别增长 22.9%、 5.7%；

河北生物医药健康和新能源产业分别增长 15.0%

和 13.7%； 山东专用设备和汽车产业分别增长

14.6%和 23.6%； 上海汽车制造业增长 9.3%； 江

苏生物医药 、 电子及通讯设备产业分别增长

14.0%、 12.2%； 浙江计算机通信电子、 医药和

专用设备产业分别增长 21.7%、 13.6%和 11.8%；

福建电子信息和石油化工产业分别增长 6.6%和

10.6% ； 广东医药和化学纤维产业分别增长

12.0%和 22.5%。 中部地区的能源、 汽车和计算

机电子等制造业快速增长， 山西煤炭、 炼焦和

钢铁产业分别增长 8.4%、 6.6%和 8.3%； 安徽电

子信息、 汽车、 石油加工和化工产业分别增长

22.4%、 15.3%、 14.2%和 13.5%； 河南黑色金属

和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产业分别增长 8.5%和

35.6%； 湖北仪器仪表和计算机产业分别增长

14.6%和 4.4%； 湖南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电子及

通信设备、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产业分别

增长 48.2%、 20.8%、 13.8%。 西部地区的有色

金属、 黑色金属、 计算机通信电子和电气机械

等制造业快速增长， 重庆汽车和电子产业分别

增长 10.1%和 13.9%； 四川计算机通信电子、 电

气机械和器材分别增长 17.9%、 13.4%； 贵州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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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 有色金属、 金属制品业以及电气机械

和器材产业分别增长 16.7%、 16.3%、 13.3%和

11.6%； 云南计算机通信电子、 有色金属和黑色

金属产业分别增长 43.1%、 11.5%和 11.8%； 陕

西计算机通信电子、 电气机械和器材分别增长

37.4%、 16.5%； 青海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分别增长 14.1%、 10.1%；

宁夏机械 、 医药和电力行业分别增长 29.4%、

5.1%和 4.6%； 新疆煤炭开采、 电力热力生产、

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分别

增长 17.6%、 17.2%、 9.0%和 7.2%； 广西黑色金

属和有色金属产业分别增长 34.8%和 21.9%； 内

蒙古专用设备和冶金建材产业分别增长 64.4%和

10.6%。 东北地区的食品加工、 汽车、 通用设

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等制造业快速增长， 辽宁

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原料产业分别

增长 21.7%、 11.7%和 10.5%； 吉林汽车、 食品

加工和冶金建材产业分别增长 12.8%、 1.3%和

11.4%； 黑龙江通用设备、 汽车以及电气机械和

器材产业分别增长 38.7%、 35.5%和 22.2%。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 ， 与 2019 年相

比， 2020 年东部地区的医疗医用、 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和 3D 打印设备等产量快速增长， 北

京汽车和手机等产量分别增长 1.9%和 18.5%；

天津医用口罩、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服务机

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等产量分别增长 27.7 倍、 1.2

倍、 1.6 倍和 70.3%； 河北生产集成电路、 新能

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等产量分别增长 6.6 倍 、

25.3%和 26.5%； 山东碳纤维和工业机器人等产

量分别增长 129.5%和 24.9%； 上海新能源汽车

和 3D 打印设备等产量分别增长 1.9 倍和 23.2%；

江苏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和挖掘机等产量

分别增长 3.4%、 35.8%和 43.2%； 浙江新能源汽

车、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光缆和工业机器人

等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77.7% 、 58.7% 、 50.8%和

43.6%； 福建汽车和集成电路等产量分别增长

11.4%和 37.5%； 广东口罩、 3D 打印设备、 风力

发电机组、 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等产量分

别增长 3340.6% 、 144.8% 、 135.5% 、 48.5%和

27.6% ； 海南汽车和铁矿石等产量分别增长

251.8%和 41.1%。 中部地区的钢材、 太阳能电

池、 锂离子电池、 服务器和集成电路等产量快

速增长， 山西化学药品原药、 光伏电池、 石墨

及碳素制品和钢材等产量分别增长 38.8% 、

35.8%、 21.7%和 10.6%； 安徽钢材、 汽车、 太

阳能电池、 服务机器人、 微型计算机设备和集

成电路等产量分别增长 14.3%、 23.8%、 78.1%、

55%、 37.4%和 13.5%； 河南光电子器件、 传感

器 、 发动机和锂离子电池等产量分别增长

89.2%、 73.3%、 40.3%和 32.7%； 湖北光纤、 锂

离子电池和电子计算机整机等产量分别增长

4.9%、 2.9%和 36.1%； 湖南服务器、 集成电路、

传感器、 工业机器人和锂离子电池等产量分别

增长 2.3 倍、 1.8 倍、 50%、 46%和 45.4%。 西部

地区的天然气、 钢材、 汽车、 口罩和工业机器

人等产量快速增长， 重庆智能手表、 3D 打印设

备、 集成电路、 液晶显示屏和工业机器人等产

量分别增长 64.6% 、 28.3%、 34.9% 、 28.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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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四川天然气、 发电设备和汽车等产量分

别增长 12.0%、 32.9%和 14.3%； 贵州口罩、 智

能电视和汽车等产量分别增长 457.1 倍、 48.6%

和 38.9%； 云南火电、 成品钢材和平板玻璃等产

量分别增长 30.3%、 13.7%和 39.9%； 陕西天然

气、 汽车、 3D 打印设备和太阳能电池等产量分

别增长 9.5%、 14.9%、 19.1%和 65.6%； 青海铝

材 、 原盐和多晶硅等产量分别增长 29.6% 、

19.4%和 11.9%； 宁夏钢材、 化学肥料、 饲料、

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等产量分别增长 57.4%、

49.6%、 32.3%、 26.5%和 36.7%； 新疆发电量、

原煤和天然气等产量分别增长 11.8%、 9.3%和

8.3%； 广西铝材、 钢材和化学药品原药等产量

分别增长 24.7%、 24.4%和 13.7%； 内蒙古钢材、

单晶硅和石墨及碳素制品等产量分别增长

12.5%、 93.3%和 20.4%。 东北地区的集成电路、

改装车辆、 电子元件和锂离子电池等产量快速

增长， 辽宁集成电路、 城市轨道车辆和稀土磁

性材料等产量分别增长 49.3%、 23.6%和 21.8%；

吉林化学纤维、 改装车辆和电子元件等产量分

别增长 24.9%、 280.4%和 84.4%； 黑龙江锂离子

电池 、 生物质发电等产量分别增长 49.9 倍和

11.1%。

4.区域工业企业投资增势强劲。

工业领域投资是多数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的

主要动力。 2020 年， 东部地区的上海、 福建和

海南工业投资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15.9%、 0.7%

和 25.0%， 增幅分别高于全部投资 5.6 个百分

点、 1.1 个百分点和 17.0 个百分点； 浙江工业投

资比 2019 年增长 6.7%， 比全部投资增速低 1.3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山西和湖南工业投资比

2019年分别增长 16.4%和 11.4%， 增幅分别高于

全部投资 5.8 个百分点和 3.8 个百分点； 江西工

业投资比 2019 年增长 8.0%。 西部地区的重庆、

四川、 贵州和宁夏工业投资分别比 2019 年增长

5.8%、 10.7%、 11.8%和 15.7%， 增幅分别高于

全部投资 1.9 个百分点、 0.8 个百分点、 8.6 个百

分点和 11.7个百分点。

区域新兴产业投资力度持续加大， 尤其是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工业新动能投资集聚加快。 2020 年， 东部地区

的北京、 天津、 山东、 江苏和福建高技术制造

业 投 资 比 2019 年 分 别 增 长 87.7% 、 3.3% 、

38.1%、 4.5%和 16.2%， 比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分

别高 59.7 个百分点、 1.7 个百分点、 30.1 个百分

点、 9.6 个百分点和 15.5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

山西、 安徽和河南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 2019 年

分别增长 37.0%、 9.7%和 24.3%， 比第二产业投

资增速分别高 20.4 个百分点、 14.0 个百分点和

21.8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重庆、 宁夏、 广西

和内蒙古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23.4%、 60.4%、 20.4%和 26.1%， 比第二产业投

资增速分别高 17.5 个百分点、 44.8 个百分点、

11.0 个百分点和 26.5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的辽

宁、 黑龙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 2019 年分别增

长 33.4%和 13.7%， 比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分别高

38.5个百分点和 14.5个百分点。

5.减税降费显著减轻企业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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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各地纷纷出台纾困

惠企政策， 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 对减轻企

业负担效果明显， 为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

有力支撑作用。 2020 年， 相比其他区域， 东部

地区的减税降费力度较大。 其中， 广东前 11 个

月新增减税降费达到 2821 亿元， 全年预计超过

3000 亿元， 江苏、 浙江和北京全年新增减税降

费超过 2000 亿元， 山东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000 亿元， 河北、 福建、 天津和上海全年新增

减税降费超过 500 亿元。 中部地区的湖北、 河

南、 安徽和湖南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500 亿

元。 西部地区的陕西和重庆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超过 500 亿元， 四川、 广西、 云南和内蒙古全

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300 亿元。 东北地区的吉

林全年降本减负超过 800 亿元， 辽宁为 588.9 亿

元， 黑龙江为 267.7 亿元 （辽宁为 1 月～11 月数

据， 黑龙江为 1月～9月数据）。

区域工业企业成本持续下降， 企业经营压

力有所缓解。 2020 年， 从工业企业成本来看，

东部地区的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浙江、

福建和海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费用比上半年分别减少 1.2 元、 0.27

元、 0.34 元、 0.4 元、 0.34 元、 0.75 元和 0.74 元

（北京、 天津和河北为 1 月～9 月数据， 福建为 1

月～11 月数据）。 中部地区的安徽和山西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比上

半年分别减少 0.9 元和 0.69 元 （安徽为 1 月～11

月数据）； 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

入中的成本费用比 2019 年减少 0.37 元。 西部地

区的贵州和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比 2019 年分别减少 2.02 元

和 0.1 元 （贵州和内蒙古为 1 月～11 月数据）。

东北地区的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比 2019年减少 0.09元。

6.区域工业企业质量效益持续提升。

区域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总体上呈恢

复性增长态势， 企业盈利能力有所增强。 2020

年，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来看，

东部地区的北京、 河北和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2.1%、 2.2%和

1.6%； 中部地区的安徽、 江西和湖南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3.6%、

7.9%和 4.6%； 西部地区的四川和甘肃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5.5%和

9.4% （山东和甘肃为 1 月～11 月数据）。 从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来看， 东部地区的

北京、 山东、 江苏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5.5%、 13.1%、 9.6%

和 14.7%； 中部地区的安徽、 江西和湖南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5.1%、

12.2%和 8.7%； 西部地区的四川、 贵州和甘肃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13.4%、 12.6%和 10.4%； 东北地区的辽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 2019 年增长 4.6% （辽

宁为 1 月～11 月数据）。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利润率来看， 东部地区的北京、 山东、

江苏、 浙江和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利润率比 2019 年分别提升 0.3 个百分点、 0.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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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0.4 个百分点、 0.8 个百分点和 0.25 个

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江西、 安徽、 湖南和湖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比 2019 年分

别提升 0.25 个百分点、 0.09 个百分点、 0.20 个

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四川、 广西

和青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比

2019 年分别提升 0.5 个百分点、 0.5 个百分点和

26.6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的辽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比 2019 年提升 0.01 个百分

点 （湖北和广西为 1月～11月数据）。

7.区域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下降。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来看， 2020 年， 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均呈现低位运行态势， 总体上均低于 2019 年的

平均降幅水平。 东部地区除福建外均呈现 “低

进高出” 价格现象， 而 “高进低出” 价格倒挂

现象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较为显著。 在 “低

进高出” 价格现象中， 东部地区的广东、 海南、

上海和江苏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购进价

格分别低 1.8 个百分点、 1.8 个百分点、 1.4 个百

分点和 1.3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湖北、 安徽和

湖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购进价格分别

低 0.7 个百分点、 0.6 个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宁夏、 广西、 四川、 青海和内蒙古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购进价格分别低 2.2

个百分点、 0.9 个百分点、 0.7 个百分点、 0.5 个

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 在 “高进低出” 价格倒

挂现象中， 东部地区的福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降幅比购进价格高 0.2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

江西、 山西和河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

购进价格分别高 1.4 个百分点、 0.5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陕西、 新疆、 重庆、

贵州和甘肃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购进价

格分别高 2.5 个百分点、 1.8 个百分点、 0.8 个百

分点、 0.3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

的辽宁、 吉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比购进

价格分别高 1.2个百分点和 0.1个百分点。

（二） 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1.区域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有所下滑。

由于受国际市场经济衰退和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双重叠加影响， 导致国内工业企业

生产出现供大于需， 大部分地区工业企业生产

销售率呈现下降趋势。 东部地区的北京、 上海、

福建和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分别

为 98.7%、 99.4%、 96.53%和 97.48%， 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回落 0.1 个百分点、 0.5 个百分点、

0.71 个百分点和 0.34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湖

南、 湖北、 河南、 山西和江西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产品销售率分别为 98.25%、 97.3%、 98.3%、

97.67%和 99.0%， 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回落 0.21

个百分点、 0.1 个百分点、 0.1 个百分点、 1.01

个百分点和 0.4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重庆、 四

川、 贵州和青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分别为 97.5% 、 98.2% 、 95.8%和 99.1% ， 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回落 0.1 个百分点、 0.3 个百分

点、 1.7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 （重庆为 1 月～

11月数据）； 东北地区的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产品销售率为 98.5%， 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0.3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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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2.区域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幅放缓。

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 海外市场需求低

迷， 工业企业出口量较大的地区受冲击严重， 区

域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低位运行。 2020 年， 东

部地区的天津、 上海、 广东和福建全年规模以上

工业出口交货值分别下降 5.6%、 0.6%、 3.7%和

6.6%， 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 5.3个百分点、 0.3

个百分点、 3.4 个百分点和 6.3 个百分点； 中部

地区的湖北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

0.4%，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1 个百分点； 西部地

区的广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

6.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2 个百分点； 东北地

区的辽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

18.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8.2个百分点。

3.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

区域工业企业仍面临传统产业比重偏高、

高耗能行业规模偏大等问题， 特别是部分地区

的传统产业仍占近半比重。 2020 年， 浙江 17 个

传统制造业增加值比 2019 年增长 2.3%， 利润增

长 14.6%， 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59.1% ； 河南传统产业增加值比 2019 年增长

2.5%，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46.2%。 此外， 大部分

地区高耗能工业出现强势反弹趋势， 在地区工

业发展中仍占较高比重， 能耗利用效率仍有待

提升。 2020 年， 山东高耗能行业能耗与 2019 年

基本持平，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78.8%， 提

高 1.1 个百分点； 湖南和湖北高耗能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28.5%和 29.2%； 吉

林规模以上工业中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增长 4.9%；

贵州、 云南、 陕西、 宁夏和黑龙江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0.3%、 9.5%、 3.0%、 3.1%和 1.7% （黑龙江为 1

月～11月数据）。

三、 2021年上半年工业增速预测

为了将工业增长的长期趋势因素与周期

（和不规则） 因素进行分离， 获得对不可观测的

潜在因素的估计， 笔者采用 HP 和 BP 滤波方法

预测工业增速趋势， 对周期波动采用傅里叶函

数拟合。 笔者选择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数据作

为工业增长的观测指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网站， 区间为 2000年 1月～2020年 12月。

（一） HP 滤波分离工业增长趋势成分和波

动成分

HP 滤波消除趋势法可以将经济运行看作潜

在增长和短期波动的某种组合， 运用计量技术

将实际产出序列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

其中趋势成分为潜在产出， 周期成分为产出缺

口或波动。 对工业运行增速而言， 其时间序列 yt

由工业运行趋势部分 gt 和工业运行波动部分 ct

构成， 如公式 （1） 所示：

yt=gt+ct t=1， …， T 公式 （1）

HP 滤波器可以从时间序列 yt中得到一个平

滑的序列 gt， 即趋势部分， 且 gt 是下述问题的

解， 如公式 （2） 所示：

Min {∑
T
（yt-gt）2+λ∑

T
［（gt-gt-1）（gt-gt-2）］}

公式 （2）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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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中， ∑
T
（yt-gt）2是波动部分， ∑

T
［（gt-

gt-1）（gt-gt-2）］ 是趋势部分， λ 是平滑参数， 用于

调节两部分的比重， 其值为正。 平滑参数 λ 的

选取是 HP 滤波法最重要的问题。 根据现有研

究， 处理年度数据时， 其取值为 100， 处理季度

数据时， 其取值为 1600， 处理月度数据时， 其

取值为 14400； 此外， 平滑参数值应该是观测

数据频率的 4 次方， 即年度数据应取 6.25， 季

度数据应取 1600， 月度数据应取 129600。 因

此， 笔者选取以上两种滤波器， 即 λ=14400 和

λ=129600。

在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之后， 应用平滑

参数 λ=14400 和 λ=129600 两种 HP 滤波器对我

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自然对数进行滤波， 得

到其中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 由图 6 可以看

出， 两个滤波器所得到的趋势序列和波动序列

并无显著差异， 且两趋势序列无差异和两波动

序列无差异都通过了 95%置信水平的 t 检验。 从

趋势序列的走势可以看出， 2010 年后， 我国工

业运行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明显。

（二） 模型构建与趋势预测

建立工业增长时间趋势序列与时间 t 的趋势

多项式函数如公式 （3） 所示：

spe赞ed=a0+a1t+a2t2+a3t3+…+antn n=1， 2， 3…

公式 （3）

将 2000年 1 月设为 t=1， 将 t 与工业增长率

带入以上函数得到工业增长时间趋势函数 （见

表 1）。 综合考虑拟合优度和 DW 值， 笔者选择

图 6 不同滤波器下的滤波结果示意图

备注： ***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1 多项式回归结果

截距项 t t^2 t^3 R^2 DW

模型 1 16.8426*** -0.0462*** 0.3515 1.0451

模型 2 12.1939*** 0.0637*** -0.0004*** 0.4832 1.3112

模型 3 8.5755*** 0.2336*** -0.0021*** 0.00000442*** 0.5388 1.4688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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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作为工业增长率的拟合方程式。

工业增长率在时间上存在一种惯性， 时间

的一阶分量对工业增速的影响显著， 可以认为

我国工业运行的潜在增长趋势大致在 2019 年触

底， 于 2020 年回暖。 但由于 2020 年突如其来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工业经济遭

受较大负向冲击。 此外， 决定近似理想 BP 滤波

优劣的关键是选取合适的截断点 N。 根据不出现

频谱泄露和摆动的原则， 选择最低周期是3， 最

高周期是 8， 截断点为 3。 结合我国工业运行增

速可以得到频率响应函数图 （见图 7）。

一次完整的周期波动可以从一个波峰到另

一个波峰。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工业经济增长

率存在明显的周期波动， 且连续负波动比连续

正波动持续的时间要长， 在 2008 年和 2009 年、

2011 年和 2012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交替年阶

段波动幅度较大。

用工业增长率实际值减去趋势值得到波动

序列值， 其满足 BP 滤波的一般表达式如公式

（4） 所示：

Xt=A0+2∑
m
［Amcos（2πmt/N）+Bmsin（2πmt/N）］

公式 （4）

通过公式 （4） 可以得到， 波动序列的主要

特性 （每个频率的波谱）。 其中， N 表示样本容

量 ， 频率被定义为样本容量的倒数 ， 当N=2n

时， m=1， 2…， n， 当 N=2n-1 时， m=1， 2…，

n-1。 由此可以得到 Am和 Bm的具体计算式并将

频谱定义为 N （A
2

m +B
2

m ）。 功率谱较高值所对应

的频率是确定波动成分主要周期分量的重要标

志， 图 8 的结果显示， 波动序列的谱密度有相

对较大的振幅出现了 8 处， 表现为功率谱出现

了比较明显的高峰值。 因此， 可以认为波动成

分是由这 8 个周期分量叠加而成的， 根据波动

序列所呈现出来的正弦和余弦形式， 采用傅里

叶函数对波动序列进行拟合， 并由得到的主要

图 7 BP 滤波的频率响应函数示意图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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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分量， 将函数形式设定为公式 （5）：

ct=c0+
8

i=1
Σaicos（ 2πTi

t）+
8

i=1
Σbisin（ 2πTi

t）

公式 （5）

公式 （5） 中， Ti 是所选择出来的 8 个周期

分量。 对原波动序列进行傅里叶函数拟合， 得

到各系数为 （95%置信水平下 ）， 如公式 （6）

所示：

图 8 波动序列的拟合函数示意图

c=-0.0056

a （1， 6） = （0.0670， 0.0340， -0.7349， 1.3520， 0.3950， -1.1100， 0.8563， 0.2903）

b （1， 6） = （0.1198， -1.0500， 0.0008， 1.5030， -0.6894， 0.5864， 0.9483， -0.7853）

w=0.038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Σ
Σ 2

公式 （6）

拟合出的函数趋势如图 8 所示， 拟合函数

与波动序列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且拟合函数

所对应的数值通过显著性检验， 均方根误差值

为 2.687， 说明 BP 滤波的傅里叶函数模型适用

于该波动序列的拟合预测。 结合以上时间趋势

模型和周期波动模型， 预测 2021 年上半年我国

工业运行同比增速的预测值约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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