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经 发 布中 经 发 布 2017年4月14日 星期五 9

2016年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发布——

工业运行稳中向好 改革综合效应显现

标本兼治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平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撰写的《中国产业2016年度运行分析》近日出

版。该书以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为基础，分为工业、装备制造、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IT设备制造、化工、医药、服装、文体娱

乐用品制造等十二个部分，重点分析了上述行业和领域2016年全年运行情况、运行特点和2017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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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面实施的第一个年份，在经历短期冲击和调整之
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效应开始显现，对于工业经
济的稳定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 年全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与2015年的增速基本相
当，在增速连续下降之后工业运行趋于平稳，为“十三五”
工业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整体运行平稳

“平稳”“向好”是描述 2016 年工业运行特征最主
要的关键词，工业景气状况在平稳中略有改善。在经历
持续下滑之后，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中经工业景气指
数趋于稳定。2016 年四个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在
平稳中略有回升，分行业来看，煤炭、石油、钢铁、化
工和 IT 制造行业景气状况明显好转。2016 年一至四季
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上升 3.4 点，行业呈现加速
回暖态势；中经石油产业景气指数上升 2.2 点，实现

“触底反弹”；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上升 2.0 点，第四
季度景气指数已接近 2014 年之前水平；中经化工行业
景气指数上升 1.1 点，走出“V”字底部；中经 IT 设备
制造业景气指数提高 0.5 点，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走
势；中经装备制造和有色金属行业景气指数波动性较
小，运行较为平稳；中经电力、医药、服装和文体娱乐
行业产业景气指数略有下降，但降幅有限。

2016 年，中经工业预警指数依然处于偏冷的“浅蓝
灯区”，虽然四季度较二、三季度有所回升，但整体上延续
2014 年以来的偏冷状态，与正常的“绿灯区”仍存在一定
的差距。在构成中经工业预警指数的十个指标中，增加
值、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利润率、从业人员、出
口交货值、产成品资金、应收账款四个季度灯号均未发生
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在后三季度由一季度的“浅蓝灯”变
为过冷的“蓝灯”，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四季度由前三季
度的“浅蓝灯”回归正常的“绿灯”，有所好转。相比之下，
2016 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增加值均处于过冷的

“蓝灯区”，成为影响中经工业预警指数的主要因素，企业
盈利能力和资金运转情况则处于相对正常的状态。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的意见》《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
指导意见》，推动过剩产能淘汰，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2016 年全国共压减了钢铁和煤炭
落后过剩产能6500万吨和2.9亿吨以上，超额完成钢铁去
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任务目标。

经初步季节调整，2016 年四个季度，原煤产量分别
为 9.2 亿吨、8.3 亿吨、8.3 亿吨、8.7 亿吨，分别同比下降
6.4%、8.9%、22.0%、9.5%，产量继续下降；全国粗钢产量
分 别 为 24476.1 万 吨 、20861.0 万 吨 、20814.4 万 吨 、
20841.8 万吨。从产量增速看，增长率分别为-5.7%、
1.4%、3.9%、4.8%，受价格上涨刺激，粗钢生产呈现回升
态势。

工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在
规模以上工业中，2016 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5.2%，增速比2015年回落1.1个百分点，四个季度
增速分别为 6.3%、6.1%、5.1%和 3.6%，下降趋势明显；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比2015年增长9.5%，增速高于整个规模
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8个
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达到 12.4%，比
2015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2016 年有关部门积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

企业成本行动，出台了一系列“降成本”政策，降成本力度
加大，工业企业经济成本继续下降，2016 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52 元，较
2015年下降0.1元。

库存短期底部或形成

2014 年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增长率持续下
降，2016 年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单季负增长，四个季度
增速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7.8、8.2、7.3 和 4.1 个百分点。
自2014年以来，工业产成品资金增速与主营业务收入增
速再次实现反转，2016 年第一季度开始主营业务收入增
速再次超越产品资金增速，四个季度二者剪刀差分别为
0.3、5.1、6.3和5.8个百分点。就全年变化趋势来看，与前
两季度相比，第四季度工业产成品资金由降转增，这一方
面与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有关，另一方面与实际库存的增
加有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库存增速比上季度加快 0.9
个百分点。同时，第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与产成品
资金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也比第三季度收窄 0.5 个百分
点。上述数据表明，在销售增长持续回升的带动下，库存
或已形成短周期底部。

原材料行业产成品资金均继续下降。经初步季节调
整，2016 年四个季度，煤炭行业产成品资金分别比 2015
年同期下降 1.4%、9.3%、8.6%、9.1%，与主营业务收入增

速相比，两者之间的剪刀差继续扩大；钢铁行业产成品资
金分别同比下降18.3%、13.4%、13.1%、6.7%；有色金属行
业产成品资金分别同比下降 3.2%、6.3%、10.6%和 4.0%，
第四季度下降幅度明显收窄，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之
差有所减少；化工产业产成品资金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1%、-2.9%、-2.4%和-3.2%，呈下降态势，且降幅持续
扩大。

“提效益”效果明显

2016 年，工业品特别是资源类产品价格有所恢复。
自 1 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持续
收窄，从 9 月份开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止跌
回升，12 月份同比增幅已经达到了 5.5%。综合全年，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4%，比 2015 年收窄
3.8 个百分点，是 2012 年以来的最低降幅。其中，资源类
产品价格恢复最为明显，2016 年下半年，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煤炭开采和洗
选、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等行业价格同比先后由负转正，第四季度上述行业
出厂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23.3%、11.0%、25.9%、9.6%、
3.3%和 2.5%。造成工业品价格恢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又有货币因素的作用，同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5.2万亿元，同比增长4.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68803.2亿元，同比增长8.5%，扭转了2015年利润总
额下降的局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97%，比2015年提高0.19个百分点。经初步季节调整，
2016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1.6、4.9、14.9 和 13.4 个百分点，尽管第二季度增速有所
波动，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三、四季度利润同比增
速均超过了两位数，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原材料行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经初步季节调整，
2016 年四个季度，钢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为-
72.9%、110.0%、3733.6%、551.6%，扭转了2015年全行业
亏 损 的 局 面 ；煤 炭 行 业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
11.1%、-37.1%、184.7%、371.8%，摆脱了连续 17 个季度
同比下降的趋势；有色金属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分别
为-12.4%、18.7%、48.4%和 41.3%，在经历 2015 年下半
年大幅下跌后，2016 年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化工行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16.2%、14.1%、12.9%和 15.2%，
好于上年平均水平；石油行业也实现了扭亏为盈。

装备类和消费类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经初步季
节调整，2016 年四个季度，装备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分
别增长8.8%、10.1%、13.1%和9.1%，增速略有上升；IT设
备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8.2%、16.6%、
32.4%、14.0%，利润增长加快；文体娱乐用品行业利润分
别同比增长 9.3%、11.5%、9.4%和 7.1%，增速明显高于
2015 年同期水平；医药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0.1%、19.6%、11.3%、18.4%，第二季度增速达到了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受电煤价格快速回升和电力出厂价格总水平下跌双
重影响，2016 电力行业利润总额明显下降。经初步季节
调整，2016 年第一季度电力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1149 亿
元，仅同比增长0.4，增速比2015年同期下降30.3个百分
点；从第二季度开始，电力行业利润出现 2012 年以来的
首次同比下降，而且降幅不断扩大，二至四季度电力行业
利润总额分别为1210、1281和726亿元，同比下降0.4%、
9.2%和37.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深化

目前，工业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各种因
素相互交织，工业企业下行压力依然存在。2016 年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长3.2%，增速较2015年下降近
7 个百分点，提升民间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高技术、新兴产业比重虽然不断提升，但带动作用仍有
限，传统行业“去产能”形势还相当严峻。世界经济总体
低迷，美国政府更迭、英国脱欧、地缘政治问题风险加剧，
增加了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民族主义和贸易及投资保护
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挑战增多。

同时，我国出口面临新兴经济体替代效应和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的挑战。在面临较多的挑战的同时，我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前期不利因素已经有所释
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对经济新常态认识更加深
入，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
针对性增强，稳中求进仍
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基
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
经济蓝皮书《2017 年中国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
测，2017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0%，增速
与2016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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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我 国 全 部 工 业 增 加 值 为
24.79万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与2015
年持平，工业增加值增速止跌企稳。在工
业增速趋稳的同时，工业经济运行的质量
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
业结构继续优化，规模以上工业中，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10.5%和 10.8%，远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整体增速，装备制造业的占比接
近三分之一；二是企业经营状况显著改
善，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 8.5%，扭转了 2015 年利润下降的局
面，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
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利润总额分别比 2015 年增长 2.2 倍、1.6
倍、2.3倍、42.9%。

市场好转、价格回升是工业运行稳
中向好最直接原因，根据中经产业景气
指数分析，2016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月度环比持续上升，第四季度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止跌回升，特别是原材
料行业，第四季度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
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 28.6%和 22.2%。对

于市场回暖，“稳增长”相关政策发挥了
重要作用。2016 年基础设施投资 11.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7.4%，增速比 2015 年
加快0.2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9%，增速比
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经历
短暂冲击和调整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综合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对于工业稳
定运行和质量改善的作用越发明显。
2016 年，全国共压减了钢铁和煤炭落后
过剩产能6500万吨和2.9亿吨以上，超额
完成钢铁和煤炭去产能年度目标，不仅
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而且对促进相
关行业市场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分析，经初步季
节调整，2016 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产成
品资金同比增速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7.8、8.2、7.3 和 4.1 个百分点；2016 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8%，
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降成本”力度
加大，税收体制改革全年降低企业税负
5700 多亿元，2016 年一般工商业销售电
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3分钱，依照工业

全年用电量为4.1万亿千瓦时推算，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1230多亿元。

2016 年工业运行稳中向好，为“十三
五”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工业发展任务
依然存在较多困难。随着资源类产品价
格回升，部分已经停产的项目出现了复产
冲动，化解过剩产能压力加大；2016 年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增速较
2015 年大幅下降，提升民间投资成为稳
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高技术、新兴产
业比重虽然不断提升，但带动作用仍有
限；国际形势趋于复杂，工业出口形势不
容乐观。

目前，工业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
阶段，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深层次问题逐
渐显现，要注重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结
合，在积极化解现实问题，应对短期冲击
的同时，更加注重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实
现标本兼治，切实着力优化工业发展环
境，增强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坚
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更加关注
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深入研究造成结
构性矛盾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强化体

制机制建设，破解制约工业结构调整的
关键问题，完善能效标准、环保标准和
执法监督制度建设，增加制度在结构调
整中的约束力。

制度建设和能力培养相结合促进民
间投资。着力突破制度瓶颈，积极消除
行政性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
境，推动金融创新，拓展融资渠道，加
大对民营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降低民
营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优化发展环
境，释放民营企业活力，改善民营企业
经营状况，提升民营企业投资能力；加
强高技术行业关键环节的培育，为相关
领域投资开辟道路。

着力加强创新环境的培育。强化企
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企业创新
的积极性，严格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
保障企业创新的合理收益，健全创新激
励机制；加强科研管理机制改革，鼓励
科研人员参与实体经济创新，加强社会
科技共享资源体系的建设，降低创新参
与者的创新成本，保护创新者的创新勇
气和创新热情，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创
新氛围。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经趋势研究院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经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

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编制而成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编制而成。。

依托各自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依托各自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中经产业景中经产业景

气指数气指数””跟踪监测跟踪监测、、前瞻预警国民经济重点产业的运行情前瞻预警国民经济重点产业的运行情

况和趋势况和趋势，，及时发掘报道行业领域中的新情况及时发掘报道行业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问题,,

旨在旨在““把握产业脉动把握产业脉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在景气指数的计算上采用了独在景气指数的计算上采用了独

特的特的““双曲线双曲线””方法方法;;在预警指数上在预警指数上,,采用红采用红、、蓝等五色灯蓝等五色灯

号系统直观反映产业运行所处的号系统直观反映产业运行所处的““冷冷”“”“热热””状态区间状态区间。。

自自 20092009 年建立以来年建立以来，，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已连续多年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已连续多年

向公众发布向公众发布。。经济日报社在做好每个季度的指数发布和经济日报社在做好每个季度的指数发布和

报告解读外报告解读外,,也在运用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作为经济运行也在运用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作为经济运行

监测分析工具监测分析工具,,对大众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判对大众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判

分析分析。。依据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对宏观经济依据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对宏观经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相相

关重点产业经济的分析和报道关重点产业经济的分析和报道,,具有具有《《经济日报经济日报》》独特的独特的

视角和判断视角和判断,,更有自己的观点更有自己的观点，，得到了相关行业协会的肯得到了相关行业协会的肯

定和支持定和支持，，指数分析结果和指标数据也被广泛应用指数分析结果和指标数据也被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