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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 PMI™
制造业运行录得4个月最高增速
概要：
2017 年 底 ， 重 要 指 标 PMI 显 示 中 国 制 造 业 运 行 的 增 长 势 头 增 强 。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产
出、新业务总量与出口销售皆加速增长。产量上升，带动采购活动进一步扩张，采购增
速为 4 个月以来最高。另一方面，产能压力继续积聚，在用工进一步收缩的背景下（虽
然收缩率极微），积压工作量上升。价格上行压力仍然高企，投入成本大幅上升，产出
价格也有可观涨幅。
业界对前景的乐观度虽然从 11 月的历史低点（并列）轻微回升，但相比历史数据仍然偏弱。
作为一个以单一数值概括制造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经季节性调整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 12 月份录得 51.5，超过 11
月份（50.8），显示制造业运行进一步改善，改善幅度虽然尚小，但已是 4 个月以来最显著。
2017 年末，中国制造业产量继续上升，而且增速升至 3 个月以来的高点。据反映，12 月产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销售改善，以及
市场潜在需求转强。新订单总量更是录得 8 月份以来最显著增速，年底出口销售也呈现加速增长势头。
12 月份，虽然产出与新业务出现更强劲增幅，但厂商仍继续压缩用工，惟压缩率轻微，并已放缓至 9 个月来最低点。用工减少，导致
积压工作量进一步上升，积压率略超 11 月。
产出增长，促使厂商连续第七个月增加采购，增速更创下 8 月份以来最高纪录。不过，由于供应商存货短缺，加上因环保督查而导致
的延误，投入品的平均供货速度进一步放缓。
12 月份，厂商为交付新订单而动用原有成品库存，导致库存量轻微下降。月内采购库存也有轻微降幅。
平均投入成本继续大幅上升，惟升幅放缓至 4 个月来最小。调查显示，多种原材料价格上扬，加重了厂商的成本负担。因此，制造商
也上调了产品售价，加价幅度可观。
对于未来 12 个月的经营前景，业界的信心度较 11 月份的历史低点（并列）轻微回升，但仍然低于长期均值。据受访厂商反映，因预期客
户需求相对疲弱，国家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业界的信心度在 2017 年底表现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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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博士评论中国通用制造业
PMI™ 数据时表示：
“2017 年 12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1.5 ，较上月明显回
升，为今年 8 月以来最高。分项中，产出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出
现明显上涨；投入价格指数明显回落，为 8 月以来最低水平，产
出价格指数略有回落；采购库存指数再度回到收缩区间，产成品
库存继续下降。 12 月制造业景气度再回暖，再度确立了 2017 年
经济的稳定且略超预期的格局。但在财政监管和货币政策双双趋
严的背景下，明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容小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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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备注:
《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报告》每月向逾 500 家制造业厂商的采购主管发出问卷，然后根据回收的数据编制报告。调查 样本 库采 用分 层抽样
法，按公司规模，并根据行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影响，采用标准行业分类法 (SIC) 予以分层抽样。根据每月中旬收集的数
据，调查的结果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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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是一个建基于五个单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各指标及其权重分别是：新订单─0.3、产出─0.25、就业人数─ 0.2、供
货商供货时间─0.15、采购库存─0.1，其中供货时间指数作反向计算，使其可比性与其它指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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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单项整体上升；低于 50，则说明整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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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