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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 PMI™
5月份中国经济活动小幅扩张
概要 — 服务业与综合 PMI 数据：
财新中国综合 PMI™ 数据（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显示，截至 5 月份，中国经济活动连
续 39 个月保持增长。5 月份整体增速温和，综合产出指数从 4 月份的 52.7 降至 51.5，
为 3 个月来最低。
标题指数数值下降，部分原因是服务业经营活动增速放缓。5 月份，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经季节性调整）从 4 月份的近期
高点（54.5）降至 52.7，为 3 个月以来最低。不过，该数值显示服务业产出整体仍然增速强劲，受访企业反映客户需求稳定。另一方
面，制造业产出在经过此前 3 个月扩张后，本月大致趋于平稳。
月内服务业新接业务总量也增速放缓，但仍属可观。据受访企业反映，新产品问世，加上促销活动，促进销售进一步增长。制造业新接
订单量略见加速增长，但增速水平仍然轻微。两者综合，新接订单总量温和增长，增速为 3 个月来最小。
5 月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新接海外订单量皆轻微上升。较增速强劲的 4 月份，服务业本月增速明显回落。不过，制造业出口销售恢复增
长，终止了上月的轻微下降态势。
就业方面，服务业继续增加用工，而制造业用工则进一步收缩。服务业用工增长，原因普遍与经营活动扩张有关，但本月增速已放缓至
轻微。制造业用工轻微下降。两者综合，用工总量在 3 个月来首次出现收缩，但幅度极微。
由于增加了用工，并且加大了力度处理积压业务，服务业积压工作量进一步下降，但整体降幅仍然轻微。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积压工作
量在 5 月份继续轻微上升。两者综合，积压业务总量基本处于持平状态。。
5 月份，服务业经营成本升幅虽然较 4 月份放缓，但仍然可观。据受访企业反映，在最近调查期内，用工成本和原料价格上扬，导致投入
成本上升。制造业的平均成本负担仅有轻微升幅。两者综合，平均投入成本小幅上升，升幅继续低于长期均值。
为保持竞争力，也为了吸引新业务，中国企业的定价力在 5 月份受到限制。尽管投入成本升幅显著，服务业的收费价格仅略有上升。与
此同时，制造业出厂价格与上月持平，终止了此前 3 个月的上升趋势。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对未来一年的整体信心度下降，创下本项调查历史新低，当中主要原因在制造业。月内制造业企业对前景的信
心度降至 2012 年 4 月本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服务业企业的乐观度也降至 2018 年 7 月以来最低。企业预期偏低，普遍与中美贸易
争端持续、全球需求相对偏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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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博士评论中国通用服 务
业 PMI™ 数据时表示：
“2019 年 5 月财新服务业 PMI 录得 52.7，出现较明显回落，但
仍呈现明显扩张。分项来看，1）新业务指数高位回落，服务业
需求扩张有所放缓； 2 ）就业指数向下波动，就业扩张也有所
放缓； 3 ）投入价格和收费价格指数均小幅向下波动，投入价
格上涨仍快于收费价格，显示服务业成本压力依然明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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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HS Markit, 财新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继续呈现走低趋势，企业信心仍显低落。
5 月财新中国综合产出指数录得 51.5 ，较上月显著回落 1.2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服务业拖累。分项来看， 1 ）新订单指数

继续小幅回落，新出口业务指数明显回升至荣枯线以上，反
映内需趋弱、外需好转。中美冲突对出口的拖累尚未显现，
可能受到其余 3000 亿美元商品抢出口的驱动。 2 ）就业指数
回落至荣枯线下方，就业整体呈现收缩压力。近期国务院成

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与此状况相联系。 3 ）投入价格和产出价
格指数均小幅向下，投入价格上涨仍快于产出价格，成本压力
犹存。 4 ）未来产出指数显著下跌，创 2012 年有数据以来最
低，体现企业家信心遭遇困境，亟待提振。
整体而言， 5 月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一定放缓迹象，就业和企业
信心问题尤其值得政策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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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备注:
“ 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 PMI™”每月向逾 400 家私营服务业公司的采购主管发出问卷，根据所收集的数据编制指数。调查样本库经严格筛选，
务求准确反映服务业经济的真实结构。
根据每月中旬收集的数据，调查结果反映当月对比上月的变化。对于每项指标，“报告”都会列出每种答案的百分比、回答“较高”/“较好”和回答
“较低”/“较差”的人数之间的净差额，以及“扩散” 指数 (选择正面答案的人数与半数选答“相同”的人数的总和) 。
“扩散”指数具有先导指数的各种特性，可概况显示当前的主流变化趋势。指数高于 50.0，表示该变量整体上升；低于 50.0，则表示整体下降。
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调研方法口碑卓著，通过追踪私营经济的多个变量 (例如销售、就业、库存和价格等)，及时反映私营经济的真实状
况。指数被商界、政府、财经机构的经济分析师广泛采用，以增进对经营状况的了解，指导企业和投资策略。尤其是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在
制定利率决策时参考这些数据。PMI 调查是首批每月发布的经济状况指标，与政府部门制作的同类数据相比，更具时效性。
IHS Markit 可以为客户提供与主要数据 (未经修正) 相关的历史数据，初始发布的季节性调整数据，以及后续修正数据。详细信息，敬请联系
economics@ihsmarki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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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调查目前涵盖全球逾 40 个国家及欧元区等重要区域。该指数系列已成为全球密切关注的商业调查数据，因能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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