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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上半月国内国际经济动态及重要观点
一、国内经济
（一）国内经济动态
1、居民消费价格。2018 年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2.1%。其中，城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1.9%；食品价格上涨
2.1%，非食品价格上涨 2.1%；消费品价格上涨 1.6%，服务价格上
涨 2.8%。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2.1%。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1.1%。其中，城市下降 1.1%，
农村下降 1.2%；食品价格下降 4.2%，非食品价格下降 0.4%；消费
品价格下降 1.4%，服务价格下降 0.7%。
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2018 年 3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上涨 3.1%，环比下降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上涨 3.7%，环比下降 0.3%。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 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4%。
3、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 4 月 9 日发布的报告，2017 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比上年增长 9.0%，扣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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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实际增长 7.3%，增速比上年加快 1 个百分点，继续快于国
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 GDP 增速。今年 1－2 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低于 5%，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4、汇率。4 月 2 日，1 美元兑人民币 6.2803 元，4 月 13 日为
6.2825 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0.04%；4 月 2 日，1 欧元兑人
民币 7.7428 元，4 月 13 日为 7.7486 元，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0.07%。
5、主要股指。4 月 2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 3163.18 点，4
月 13 日收盘价 3159.05 点，下跌 0.13%。4 月 2 日，中小板综合指
数收盘价 7280.35 点，4 月 13 日收盘价 7292.32 点，上涨 0.16%。4
月 2 日，创业板指数收盘价 1872.47 点，4 月 13 日收盘价 1824.59
点，下跌 2.56%。
（二）国内经济政策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海南建省和兴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着眼于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推
动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探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发展。《指导意见》提出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
战略服务保障区等四大战略定位。同时，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创新促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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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发展制度等 27 项政策措施。
4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部门分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意见》提出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
不变，聚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松紧适度。同时，明
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基础性关键
领域改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等重点工作内容。
4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金融业综合
统计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金融业
综合统计，是前瞻性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迫
切需要，是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
《意见》明确了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阶段
性目标，提出统一标准、几步采集、集中校验、汇总共享等工作机
制，以及建立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
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统计和编制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等重
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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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经济
（一）国际经济动态
1、汇率。4 月 2 日美元指数为 90.0335，4 月 13 日为 89.8057，
下跌 0.25%。4 月 2 日欧元兑美元为 1.2301，4 月 13 日为 1.2330，
美元贬值 0.24%；4 月 2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6.7700，4 月 13 日美元
兑日元为 107.3500，日元贬值 0.54%；4 月 2 日英镑兑美元为 1.4044
月 13 日为 1.4239，美元贬值 1.39%。
2、主要股指。4 月 2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为 24264.30 点，
4 月 13 日为 24360.14 点，上涨 0.39%；4 月 2 日，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为 6870.12 点，4 月 13 日为 7106.65 点，上涨 3.44%；4 月 2 日，
日经 225 指数为 21319.55 点，
4 月 13 日为 21778.74 点，
上涨 2.15%；
4 月 3 日，德国 DAX 指数为 12002.45 点，4 月 13 日为 12442.40
点，上涨 3.67%；4 月 3 日，富时 100 指数为 7030.46 点，4 月 13
日为 7264.56 点，上涨 3.33%。
3、原油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价格，4 月 2
日收盘价为 62.85 美元/桶，4 月 13 日为 67.30 美元/桶，上涨 7.08%。
4、国际金价。4 月 2 日国际现货黄金（伦敦金）价格为 1341.30
美元/盎司，4 月 13 日为 1346.00 美元/盎司，上涨 0.35%。
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4 月 3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
数（BDI）为 1016 点，4 月 13 日为 1014 点，下跌 0.20%。
（二）国际经济政策
美国发布对华“301 调查”项下征税产品建议清单。美国当地
时间 4 月 3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布，根据“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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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建议加征关税的自中国进口产品清单，该清单包含大约 1300
个独立关税项目，价值约 500 亿美元，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
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建议对清单上中
国产品征收额外 25%的关税。此建议清单公布后，将有 60 天的公
示磋商期，到期将公布对华 301 调查最终制裁清单。
美联储今年或需至少再加息三次。4 月 13 日，波士顿联储主
席罗森格伦表示，美联储今年可能需要至少再加息三次，预计美国
就业增长强劲、通胀小幅上行及经济增长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也将
特朗普近期的贸易关税及扩大关税政策的威胁视为短期风险，并表
示美国财政刺激措施将带来长期问题。今年 3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
后公布的利率预测中值“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官员预计，2018
年加息次数为三次。在 3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后，美联储年内还剩
两次加息预期。罗森格伦认为，最终美联储今年所需的加息次数可
能超过 3 月美联储预期再加息两次的中位数。
欧洲央行公布 3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
欧洲央行公布 3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欧洲央行理
事会成员普遍表达了对贸易冲突风险的担忧，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风
险偏下行。欧央行认为，欧元在过去的升值尚未对需求产生明显的
影响，外汇是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来源，欧元的强势并非完全
归因于宏观环境。欧洲央行也表达了对欧元的担忧，认为移除宽松
货币政策的倾向不应当被错误解读，并且对与市场沟通方式的渐进
调整是必要的，债券购买结束后仍需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同时
表示对通胀路径的信心加强，但通胀向目标靠拢的进程是逐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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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点集萃
（一）国内观点
章俊：以改革开放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4 月 11 日，摩根士
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提出，虽然未来中美之间爆发全面
贸易战的概率不大，但如果从美国经济周期和政策层面来分析，可
以清晰的认识到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因此未来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中国再次
推出扩大改革开放举措，有助于在目前贸易摩擦和争端中增进双方
沟通，也是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的需要。
章凯恺：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有多大？4 月 11 日，长江证券章
凯恺撰文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由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投资者构成，
金融资产价格实时反映出投资者对综合信息的定价，并且作为一个
整体，金融市场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即自适应能力。中国金融市场
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理论呼唤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的
“长效机制”的建立。提升整体稳定性的更高层次状态应是：在复
杂环境下，系统表现出长期稳定特征。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时，中国金融市场最有效的价值“锚”就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这个最
大后盾。无论是 2008 年次贷危机还是 2017 年前美元的走强，都一
度冲击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但
时间证明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和稳定性。严格监管的意义在复
杂系统的视角下展示得更加清楚：它是金融市场稳态机制的建设
者。通过对金融市场内部正负反馈机制的管控、通过高效稳定的金
融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形成相辅相成的经济体系，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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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望在长期发展中展现出稳定性。
（二）国外观点
WTO：美中贸易紧张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4 月 13 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警告，美国特朗普总统推动对来自中国和
欧盟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征收关税所导致的贸易紧张升温，
可能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WTO 在最新预测中表示，预计 2018
年全球贸易额将增长 4.4%。去年的增幅达到 4.7%，为六年来最佳
表现。WTO 也表示，种种迹象表明，贸易紧张升温可能已经在影
响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该组织警告称，美国和中国在近几周威胁
要开打针锋相对的关税战，倘若局势升级，将会破坏全球复苏。
拉加德：全球经济可能被贸易战“撕裂”。4 月 11 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警告称，多边贸易
体系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现在这套支撑全
球贸易的规则“可能会被（保护主义力量）撕裂”，这将是“不可
原谅的集体政策失败”。她强调全球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并对 2018
年剩余时间和 2019 年保持乐观。
（信息部 王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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