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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预计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在下半年企稳。虽然2019年

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但政策已转向积极，如果加大政策力度，经济有望下半

年回暖。

针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四大潜在风险点：贸易战升级风险、房地产投资

失速风险、地方债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我们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来解决短

期问题，为了避免重回大水漫灌的老路，长期来看更需要配合着眼于经济结

构调整的长期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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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形势展望：经济增速继续走低，下半年有望企稳

2019年国际经济形势下行风险升高。虽然2019年全球经济能延续2018年
3.7%的增长水平，但下行风险显著抬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将

遭遇不同程度的考验。据 IMF预测，美国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长达9年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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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扩张或已见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由 2018 年的 2.9% 下滑至 2019 年的

2.5%。通胀水平抬升概率加大导致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超预期。2019年欧元

区和日本经济增速预计还将持续走弱，分别由 2018年的 2.0%和 1.1%下滑至

2019年的1.9%和0.9%，核心通胀率也将低于目标水平。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

力显著增加，通胀普遍上升，金融状况收紧可能导致资产组合出现破坏性调

整。整体而言，2019年全球增长预期下调，存在金融环境超预期收紧的可能。

当前国内经济稳中有变，2019年预计下行压力较大。消费增长趋缓。尽

管有个税改革等政策托底，但居民收入增长呈现放缓趋势，预计消费将小幅

降低。制造业投资当前较有韧性但2019年有向下压力。受到房地产投资疲软

和出口放缓的需求端影响，叠加制造业利润下滑影响投资动力，2019年制造

业整体投资震荡向下。基建投资虽然受到基建补短板配套措施的支撑，但假

设地方政府债务硬约束不变，基建投资大幅回升空间有限。房地产投资2019
年稳中趋缓。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随着棚改货币化的减弱大概率降低，一

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在当前政策下则继续低迷，房地产企业资金更加趋紧，

同时土地库存的回升也将抑制2019年的土地购置，对房地产投资形成下行压

力。出口2019年则大概率对经济增长形成掣肘。2019年贸易战存在进一步升

级的可能，人民币汇率当前贬值幅度相较韩国、马来西亚等有出口竞争力的

国家仍然偏低，因此不足以刺激2019年的出口增长，由此带来的总需求偏低

也会令国际资本望而却步徘徊在我国资本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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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下行过程中，有望2019年下半年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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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外部来自贸易战持续冲击，内部则来自去

杠杆过程中资金循环受到阻碍。下半年以来广义货币同比增长一直在8.5%以

下，远低于名义GDP同比，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也持续下滑并且2018年底

还将继续走弱。从我国历史经验来看，货币指标领先实体经济 2~4个季度，

因此预计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在下半年企稳。

虽然 2019年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但政策已转向积极，如果加大政策力

度，经济有望下半年回暖。货币政策服务稳增长的目标更加显著，通过降准

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保证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民营和中小企业

的融资扶持，引导和管理市场情绪，从而疏通货币到信用的传导。财政政策

2019年有更大的扩张空间：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减

税降费来释放有效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求人倍数2018年显著走高，说明就

业情况呈现稳定良好走势，经济存在一定韧性。

二、潜在风险点及其应对：贸易战升级、地产投资失速、地方债、资本市场

（一）贸易战升级风险及其应对

贸易战升级的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商品范围的扩大和税率的

提升。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到全面征税，并提升税率到25%，则会使

我国出口下降超过4%，对我国GDP拖累0.8个百分点；如果税率进一步提高

到 45%，会使我国出口下降超过 8%，对GDP的拖累接近 1.5个百分点。出口

增速的下滑不仅使国内供需失衡，更有可能引致过度悲观情绪。贸易战升级还

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推动人民币贬值加速，资本外流

压力不可小觑；另外，美国股票市场的长期持续上涨潜伏着透支预期的风险，

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全球股市有一定概率出现回调共振。但是当

前美国实体经济层面仍然较为健康，是美国金融市场平稳的有力支撑。

针对上述风险，建议扩大对外开放，采取有效措施对冲由于关税提高带

来的出口下降，同时增加国内需求，避免因为出口锐减和金融波动冲垮国内

企业。一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适度贬值，一旦贬值幅度超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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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的中位数，可以采取适度管制。二是加大外贸商务部门出口退税的力

度，同时增加财政对沿海省份的补贴和转移支付。三是同时扩大内需，建议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普惠政策支持，从而对冲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四是扩大对

外开放，加快对欧盟、东盟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分散美国贸易条件突变

带来的影响；同时外汇资产按照多元化、分散化原则进行投资管理，保障外

汇资产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进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房地产投资失速风险及其应对

销售回款是房企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房贷利率的攀升以及限贷限购政

策的趋严，令一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下行显著。如果2019年三四线城市棚改

货币化减弱，全国的房地产销售可能进一步下滑。销售回款的减少，叠加针

对房企的融资限制趋严，已经累积显著债务的房企（2019年的偿付债务约为

2700亿元，回售期债务约为 3500亿元）在资金流压力下必然削减投资。同

时，土地库存的回升也降低了房企的土地购置需求。房地产投资在资金趋紧

和土地购置需求减弱的共同作用下恐会失速。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的加剧，

可能引发房价在非理性预期下报复性上涨。

针对上述风险，我们既要预防全国各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出现共振式下跌

对经济造成拖累，还要预防房价在供需失衡和报复性情绪下产生的剧烈波

动。一是建议房地产调控权力适度下放给各地相关部门，要求各省市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因城施策，充分发挥各地对当地微观情况的了解优

势，自下而上灵活调节：对于三四线城市的货币化安置摒弃“一刀切”，在库

存较高的城市继续推行货币化安置；降低部分人口流入显著城市的首套购房

门槛，满足流入人口的安家需求；满足部分城市的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有

条件地放松改善性住房限制。二是进一步加大土地供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

调整土地使用方式的权力，对于部分非一线城市适当放宽“竞自持、竞配建”

的要求。土地出让的起始价也要保持合理稳定。三是适当放松对房地产开发

投资的融资限制：支持房企在住房缺口较大的城市进行投资以增加房地产供

给、平抑房价。四是按照市场规律，允许部分房企在竞争中被淘汰，做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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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兼并重组的相关工作。五是严格把握政策松绑的节奏，在政策落实中要有

层次、有步骤地进行，管理好房价波动预期，避免房价报复性上涨。

（三）地方债风险及其应对

2019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和综合财力之间有不小的缺口。地方政府债未来

三年到期数量约为4.57万亿元，占目前债务存量的30.44%。当前利率已经上

行，未来三年在此基础上还本付息的压力较大：2019年还本付息合计约5.06
万亿元，2020年上升为6.8万亿元，2021年为7.5万亿元。如果2019年宏观经

济环境遇到较大困难，地方政府的一般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可能在应对到期债

券和支付利息上陷入窘困的局面。另外，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基建投资需要

加大力度，这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也提出了不小的增量需求。债务存量和

增量的规模和当前的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之间有着不小的缺口。

针对上述风险，需要防范各省出现系统性违约。一是采取“一省一策”

增强地方预算安排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在 3年内

灵活使用债务额度，合理安排发债计划，确保地方政府流动性需求。二是加

大政府债的发行力度，提升债务率的法定限额。同时新发债的期限可以适当

拉长，从而对应基建投资的长期性，降低债务的跨期错配风险。三是适当延

长“资管新规”过渡期，给予市场更多时间转变融资渠道，降低当前部分债

务借新还旧的压力。

（四）资本市场风险及应对

股票市场连续下跌可能使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叠加去杠杆下

市场风险偏好骤降，长期不利于市场信心恢复，容易引发资本市场丧失融资

功能的风险。目前各类股票质押融资涉及的对应融资规模为2.7万亿元，其中

证券公司自营占 29.6%，银行占 33.3%，信托、银行理财、券商资管等占

37%。股票市场连续下跌引发的爆仓，可能使股票质押业务规模较大的证券

公司、资管机构等出现流动性风险。同时 “资管新规”促使大量资金投资范

围收窄、配置久期缩短，不利于长期稳定的资金入场，不利于市场信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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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可能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丧失。极端情况下，市场的过度悲观

也可能引发“股债汇”联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避免市场出现流动性风险，应发挥资本市场的资金有效配置作用，防范

系统性风险出现。一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整体改革，推进股市注册制的全面

实施，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优化交易监管。二是树立股市信心，按照市场化

原则对压力较大的机构实施救助，做好政策解读，稳定市场，提振投资者信

心。三是“资管新规”进一步强调执行的灵活性。允许“自下而上”根据各

家金融机构的不同情况，“一行一策”提出方案，实施差异化政策。

三、中长期改革重点：供给侧改革可以更灵活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干预

化解上述四个可能出现的风险，除了上面提到的措施用来解决风险的短

期严峻性，为了避免重回大水漫灌的老路，长期来看更需要配合着眼于经济

结构调整的长期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这两年取得了一定效果，未来在不改变大的方向的基础上，

可以更加灵活，根据具体需求走向主动调整相应目标和政策，合理调控供给

侧改革的节奏。改革的重点也将落在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要素市场供给结构的

调整之上，如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

创新。生产由粗放式增长改为创新驱动，企业利用改变收入分配、增加激励

等方式鼓励效益高、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针对不同领域选择自主创新或引进

吸收，对科研和创新给予更大激励。同时，在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政策亦将

继续推进：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着力治理环境污染；在民生相关的教育、文

化、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增加供给。健全的社保制度和快速发展的服务业

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职工失业、再就业过程中的摩擦，也可以推动整个国家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更为重要的是，政策在发力的同时要注意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以政

府的能动作用，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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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in 2019 and

stabiliz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lthoug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19 is more severe,

the policy has turned positive. If the policy is strengthened, the economy is expected to pick up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four potential risk points of China’s economy in 2019: the risk of trade war

escalation, the risk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stall, local debt risk, and capital market risk, we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solve short-term problems, in order to avoid returning to floods.

In the long run, the old road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the long-term policy focusing 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Macroeconomics,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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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Respons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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