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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持

续回升至 109.9，工业生产、效益、

贸易等主要指标均持续向好，其中

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快速成长成为

工业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两化

融合效果凸显。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 31.2%和 39.9%，均大幅

高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智能化

数字化低碳化改造提速。新能源

汽车、工业机器人、微型计算机设

备等新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1

倍、1.1倍和 73.6%，两年平均增速

都超过两位数。

强劲复苏的同时，工业领域

也显现一些阶段性、结构性恢复

不平衡现象。一是制造业投资恢

复缓慢。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

比 增 长 29.8% ，两 年 平 均 下 降

2.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两

年平均增长2.9%。二是消费品制

造业恢复相对较慢。尤其是与可

选消费、文体娱乐密切相关的纺

织服装服饰业、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等行业受疫情影

响较大，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制造业投资的相对疲弱体现

了企业在投资信心上仍有一定顾

虑，而消费品制造业受制于国内

消费需求尚未完全恢复。不过，

工业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强大

的自我修复能力，短期的不平衡

不影响工业长期向好的态势。

短期来看，多重积极因素支

撑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品制造业复

苏。一是制造业景气度显著回

升，企业投资意愿显著增强。一

季度，制造业企业景气指数达

143.8，比 上 年 四 季 度 大 幅 回 升

12.6 点，制造业投资意愿指数达

103.1。二是产需两旺，制造业企

业增资扩产的需求增加。一季度，工业订货景气指数为

113.2，连续4个季度回升且高于近年同期水平，出口订货

景气指数亦持续回升至临界值。3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3.9%和 53.6%，高于上月

2.0 个和 2.1 个百分点。三是工业企业利润快速修复，投

资活力提高。产销两旺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改善企业

效益。1月份至 2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单位成本降至 82.9

元，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实现利润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倍，两年平均增长 31.2%，企业盈利水平的大幅改善将

为企业落实投资意愿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内需恢复势头

不断巩固，助力消费品制造业快速恢复。随着疫苗接种

率的稳步提升，国内消费逐步释放。文化旅游、娱乐消费

的稳步复苏将带动相关制造业持续恢复。清明小长假期

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94.5%。

长期来看，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品制造业都面临良好

的政策环境。“十四五”规划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

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

此背景下，在“两新一重”、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等领

域，将有大量的投资空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将继续快速

增长，成为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动力。同时，“十四五”规划

提出将全面促进消费，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教

育消费、文娱消费、医疗养老消费、智慧生活消费等领域

或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从而带动相关消费品制造业

稳健增长。

解决工业复苏不平衡问题，促进工业全面稳健复苏，

关键还需提振市场信心，给企业吃下“定心丸”。

一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极

创建更加包容优质的营商环境、便捷公平的创业环境、积

极进取的创新环境。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提高投

资审批效率，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实施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有效投资。

二要进一步优化财税金融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成

本。研究针对制造业的专项财税政策，适时下调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所得税率，适当放宽制造业留抵退税条件，加

强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和对财税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指

导。持续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融资便利。推动制造业银

企对接，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建立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部门协调会商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三要加快数字经济融合，有效激活内需市场。加大

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扩大

生产端和需求端有效供

给；推动制造业加大

创新研发力度，不断

提升产品质量；推

进 消 费 升 级 ，加

快 5G、云 计 算 、

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与更多消费场

景结合；充分挖掘三四

线城市、县乡消费潜力，

支持纺织服装、家具家电等

产品出口转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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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成果，我国着力保持宏观调控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通过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围绕“两新

一重”建设、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社会民生补短板等方面，不断加大引

导与投资支持力度。

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全社会投资呈加快

增长态势，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9.6万亿元，同比增长25.6%，比去年全年增速

高22.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2.9%。特别是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高技术制造业、新型

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民生领域投资呈快速增长态

势。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7.3%，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

增 长 41.6%、28.6%，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9.7%，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31.7%。随着市场

投资环境的改善，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增强，投资

增长有所加快，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6.0%，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0.4个百

分点。在全社会投资增长加快的带动下，工业投

资进一步恢复。一季度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7.8%，高于去年全年0.1%的增长水平，其中，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分别增长20.8%、29.8%和20.0%。

随着投资消费的回暖，市场预期更趋乐观，

企业订货逐步增加。全球经济复苏提速，以及

我国稳定的供应体系对国际市场供应缺口的有

效弥补助推了我国出口订单的增加。一季度各

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

为50.2%、48.8%和51.2%，出口订单再次扩张。

工业景气稳中向好、稳中有进，但也要看到，

全球疫情的蔓延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诸多不

确定和不稳定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持续恢复

的基础仍不牢固，行业恢复不平衡问题依然突

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形

成一定的压力，全球缺“芯”向汽车、家电等多个产

业蔓延，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的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着力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围绕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速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

张向质量提高转变。面对新的机遇挑战，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

传统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网

络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加速推进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融合发

展。经济转型升级需求为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行业发展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一季度呈2018年以来最高景气水平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2021年一季度）报告》今日发布。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8.3%，比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除受同比基

数较低影响外，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恢复、国际市场需求的逐步复苏以及国内稳定供应体系有效弥补国际供应缺

口的替代效应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工业产销增长加快，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企

业投资和用工持续好转，工业景气持续提升。

在国内市场需求恢复、国外订单回流、“就

地过年”带来工作时间延长以及低基数效应等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业景气指数明显回

升。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109.9，比去

年四季度上升 11.2 点，两年平均为 101.1，高于

2018 年以来各季度景气水平。构成中经工业

景气指数的 6个指标均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工

业生产、销售增长加快，企业效益加速恢复，企

业投资和用工持续好转。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监测的 11 个具体行业

的景气指数均不同程度回升。从医药、IT 设备

制造业等高技术行业来看，我国保持疫情防控

力度不减，并加大新冠疫苗研发投放力度，防疫

物资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时加强卫生健

康体系建设，以及低基数等因素影响，医药行业

景气快速上升。一季度医药行业景气指数为

111.5，比去年四季度上升 11.2 点。直播带货、

在线诊疗、远程办公等线上经济快速发展，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推动 IT 设备制

造业景气持续上升，一季度 IT设备制造业景气

指数上升6.6点，延续持续回升态势。

从汽车、服装等消费性行业来看，随着国内

经济的持续恢复，居民收入持续恢复性增长，消

费能力得到提升。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等一系列积极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国内汽车产销两旺，监测结果显

示，一季度汽车行业景气指数为 105.3，比去年

四季度上升6.7点。服装行业景气快速恢复，一

季度服装行业景气指数为 102.8，比去年四季度

上升8.5点。服装行业景气指数的快速提升，一

方面与国内服装消费需求的释放有关，一季度

我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54.2%，而去年全年为同比下降 6.6%；另一方面

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市场复苏，以及服装行业

国际产能尚未恢复导致订单回流等因素有关，

一季度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同比增长

37.5%，而去年全年为同比下降6.0%。

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来看，随着国

内经济持续恢复性增长，以及世界经济逐步复

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国能源、原材料

行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回升态势。监测结果显

示，一季度能源行业中煤炭、石油、电力行业的

景气指数分别为104.5、101.4和105.3，分别比去

年四季度上升3.7点、2.3点和4.9点；材料行业中

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景

气指数分别为 103.4、100.5、106.8 和 106.8，分别

比去年四季度上升3.0点、1.3点、9.5点和8.2点。

从生产角度来看，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市

场需求的回暖，工业生产持续回升。一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环比增长

2.0%。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强劲增长，对工业经济稳步

回升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一季度，装备制造

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9%和

31.2%，均高于去年全年的 6.6%和 7.1%的增长

水平，且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速高 15.4

个和6.7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增强，企业效益加速恢复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市场需求持续

恢复性增长，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呈持续向好态

势。1月至 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1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5%，比去年全年平

均增长水平高44.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以

2019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

法计算）为9.4%。

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除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两个行业的营

业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外，其余 39个行业的

营业收入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线上

经济加速发展，带动电子通信产品需求的快速

增长，1月至 2月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8%，两年平

均增速为 15.3%。随着“两新一重”投资增长加

快，以及民生环保社会等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政

策措施的落地，装备制造业实现快速恢复性增

长，1月至 2月，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

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在

60%以上。随着国内经济增长的加快，煤炭、石

油、电力等能源行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非

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持续

加快，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行业两年平均增长

速度达到 16.2%和 13.2%。虽然工业各行业均

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但纺织服装服饰业等部分

行业恢复速度相对较慢。

从国外需求来看，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带动

我国相关工业品出口需求的增长。同时，国内

稳定的供应体系也吸引大量国际订单回

流，加之我国不断深化稳外贸政策，持续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

台，工业品出口实现强劲增长。一季度，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5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29.2%。其中，出口 4.6 万亿元，增长

38.7%。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一季度我国一

般贸易出口 2.8 万亿元，增长 43.4%，占外贸出

口总值的 60.3%。我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均出

现好转，一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分

别出口 7746.9 亿元、7160.8 亿元、6834.8 亿元和

251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2.7%、45.9%、27.7%

和 21.7%，均明显好于去年全年 8.4%、7.2%、

7.0%和0.1%的增长水平。

消费潜力释放，出口实现强劲增长

在市场需求稳步回升，特别是国际流动性

宽松、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下，我国

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一季度各月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0%、0.8%和 1.6%，

延续去年 6 月以来持续上涨态势。总体来看，

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1%，自

1月开始由同比下跌转为同比上涨。从构成来

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均不同程度

上涨。

分行业看，能源原材料价格较快上涨，是推

动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今年年初，受

全球经济复苏和石油需求乐观预期的影响，国

际油价快速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持续上

调，受之影响，国内石油化工产品价格快速上

涨。1月至 3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

分别上涨 8.2%、7.5%和 9.8%，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 5.3%、4.9%和 5.7%，化学

纤维制造业价格上涨 3.6%、3.6%和 8.7%，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 1.0%、2.1%和

5.3%。随着国内生产需求的增加以及国际金属

类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国内钢铁、有色等

行业产品价格呈上涨态势。1月至 3月，国内黑

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4.9%、5.9%

和 4.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上涨

3.8%、2.3%和4.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分别上涨0.9%、1.5%和4.5%。

受市场需求好转、产品价格上涨、减税降费

降成本举措落地，及同比基数较低等诸多因素

影响，企业盈利快速恢复。1月至2月，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9 倍，

而去年全年增长4.1%，两年平均增长31.2%。

分行业看，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8 个

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其中，与“两新一重”

投资密切相关的装备制造业利润快速回升，汽

车、IT 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5.3 倍、

58.9倍；通用设备、电气机械以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2倍、4.3倍和 6.3倍。能

源原材料行业利润呈不同程度增长，煤炭、钢

铁、有色同比分别增长 2.0 倍、2.7 倍、2.6 倍，石

油加工业实现扭亏为盈。纺织服装、文娱用品

制造等消费品行业利润恢复相对缓慢。

在工业品价格上升、成本费用降低的共同

作用下，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

一季度，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6.8%，比上年

同期上升 3.3 个百分点。在中经产业景气指数

重点监测的 11 个具体行业中，医药、煤炭、化

工、石油等 4个行业盈利能力相对较高，行业利

润率分别为 18.8%、16.6%、9.1%和 8.7%，均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整体水平。钢铁、IT 设备制造、

服装行业利润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3.6%、4.2%

和 4.4%。从利润率变动情况看，煤炭、化工、医

药、汽车等行业利润率上升幅度相对较高，电

力、服装、非金属矿物制品、钢铁等行业利润率

上升幅度相对较低。

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盈利能力提升

精准施策，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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