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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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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情况。2018 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815 元，
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6.6%。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81 元，增长（如无特别说明，
均为同比名义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7%；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26 元，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6.8%。
2、居民消费支出情况。2018 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5162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749 元，增长 5.7%，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3.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241 元，增长
11.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8%。
3、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2018 年 4 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4%，微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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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高于一季度均值和上年同期 0.4 和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4、汇率。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4 月 16 日，
1 美元兑人民币 6.2815 元，4 月 27 日为 6.3439 元，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贬值 0.99%；4 月 16 日，1 欧元兑人民币 7.7618 元，4 月 27
日为 7.6594 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1.32%。
5、主要股指。4 月 16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 3110.65 点，4
月 27 日收盘价 3082.23 点，下跌 0.91%。4 月 16 日，中小板综合
指数收盘价 7260.85 点，4 月 27 日收盘价 6998.77 点，下跌 3.61%。
4 月 16 日，
创业板指数收盘价 1838.71 点，
4 月 27 日收盘价 1805.60
点，下跌 1.80%。
（二）国内经济政策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同意《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纲要》。《批复》指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区建设要以《雄安规划纲要》为指导，
推动雄安新区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
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
示范区。雄安新区建设要坚持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合理确定城
市规模、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城市智慧化管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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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优质绿色生态环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城、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塑造新时代城市特色风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强规划组织实施等原则。
4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
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意见》通过健全和完善“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服务和支撑体系，更加精准对接和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可以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互联网
+医疗健康”创新成果带来的健康红利，在看病就医时更省心、省
时、省力、省钱。
4 月 27 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
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
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总体要求，按照“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坚持服务实
体经济的根本目标，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
管理念，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的基本
思路，全面覆盖、统一规制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实行公
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切实保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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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意见》坚持防范风险与有序规范相结合，合
理设置过渡期，给予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有序整改和转型时间，
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二、国际经济
（一）国际经济动态
1、汇率。4 月 16 日美元指数为 89.4372，4 月 30 日为 91.8378，
升值 2.68%。4 月 16 日欧元兑美元为 1.2380，4 月 30 日欧元兑美
元为 1.2079，欧元贬值 2.43%；4 月 16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7.1200，
4 月 30 日美元兑日元为 109.3300，日元贬值 2.06%；4 月 16 日英
镑兑美元为 1.4338，4 月 30 日英镑兑美元为 1.3765，英镑贬值
4.00%。
2、主要股指。4 月 16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为 24573.04 点，
4 月 30 日为 24163.15 点，下跌为 1.67%；4 月 16 日，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为 7156.29 点，4 月 30 日为 7066.27 点，下跌 1.26%；4 月
16 日，日经 225 指数为 21835.53 点，4 月 27 日为 22467.87 点，上
涨 2.90%；4 月 16 日，德国 DAX 指数为 12391.41 点，4 月 30 日
为 12612.11 点，
上涨 1.78%。4 月 16 日，
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为 7198.20
点，4 月 30 日为 7509.30 点，上涨 4.32%。
3、原油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价格，4 月 16
日收盘价为 66.32 美元/桶，4 月 30 日为 68.57 美元/桶，上涨 3.39%。
4、国际金价。4 月 16 日国际现货黄金（伦敦金）价格为 1345.60
美元/盎司，4 月 30 日为 1315.50 美元/盎司，下跌 2.24%。
5、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4 月 16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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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BDI）为 1025 点，4 月 30 日为 1341 点，上涨 30.83%。
（二）国际经济政策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按兵不动。欧洲（ECB）中央银行理事会
26 日在 2018 年第三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保持此前的超低利率
水平、执行每月 300 亿欧元购债计划直到 9 月以及货币政策前瞻指
引的表述不变。从欧洲央行会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欧洲央行理事会
对欧元区经济及通胀前景依然表达了足够的信心。
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北京时间 4 月 27 日，日本央行公布
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在央行利率方面，日本央行保持负值 0.1%
数值不变，符合预期。同时 10 年期日债收益率也控制在 0%没有变
化，每年双宽松（QQE）的规模也维持在 80 万亿日元，与前值相
一致。资产购买和收益率曲线控制维持不变，这也符合此前大多数
人预期在 2019 年 4 月之前不会进行政策调整的预期。总体来看，
日本央行上调了 2018 财年和 2019 财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
并新增了 2020 财年 GDP 预测，即真实 GDP 为 0.8%。

三、观点集萃
（一）国内观点
易纲：当前贸易争端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带来了巨大不确定
性。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美国华
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中国
经济继续向好，主要指标优于预期。2018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长
6.8%，消费增长强劲，企业利润改善。就业形势良好，物价水平稳
定，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继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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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贸易争端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各方应
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将进一步
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应对未来挑战。
袁鹏：中美经贸关系需要升级换代。4 月 29 日北大国发院举
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
鹏认为，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贸易代表团
将于 5 月 3 日－4 日访问中国，就近期的贸易摩擦举行磋商。这场
谈判将会是一场硬仗，因为多名来华贸易代表都身经百战，曾参与
过美国对日本、欧洲的“贸易战”。中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因
为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刚刚开始。他还指出由于过去三十年间中美关
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美的双边经贸关系也在随之升级换
代，而这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刚刚拉开序幕，今
后可能会成为常态。
（二）国外观点
法国经济部长：美国不要让欧洲遭受“池鱼之灾”。法国经济
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近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
欧元财长会议前表示，法国承认世界钢铁市场产能过剩是个难题，
但欧盟不应受到指责，美国不应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让欧洲遭受
“池鱼之灾”，并称如果华盛顿方面放弃对钢铁和铝征收惩罚性关
税的威胁，欧盟就准备讨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勒梅
尔表示，欧盟正在寻求让美国对其永久免除 25%的钢铁关税和 10%
的铝关税。这些关税将从 5 月 1 日临时性豁免到期时开始生效。勒
梅尔表示，法国愿意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但美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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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必须放弃其关税威胁。
日本央行行长：将继续实施宽松政策。4 月 27 日下午，日本
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认为，2018 财年日本经济
增速将继续高于潜在增速，日本经济增长动能将持续至 2019 和
2020 财年。通胀将继续朝着 2%的水平迈进，可能在 2019 财年达
到 2%。他表示，日本央行对达成目标的时间预测没有改变，日本
央行将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持续宽松政策，如果向 2%物价目标前进
的势头减弱，将考虑进一步宽松。
（信息部 胡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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