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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前 5 个月国内财政收入持续下滑】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1-5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6739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2.9%，按自然口径计算

下降 10.1%。与 1-4 月的增速（扣除退税因素增长 5%，自然口径

下降 4.8%）比较，1-5 月的增速进一步下滑。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0534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2.3%，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 1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6205 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4%，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8.9%。

全国税收收入 72459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1.4%，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 13.6%；非税收入 1428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1%。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1-5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9905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与 1-4 月份的增速

相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方面，1-5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21948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1%，较 1-4 月份

的下降 27.6%的增速有所缓和。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146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

算本级收入 20479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7.6%，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13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7%。1-5 月

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932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8%，较 1-4 月份的增速（同比增长 35.2%）有所回落。

2. 【中国央行维持 MLF 续作规模及利率不变】

中国央行 6 月 15 日早间公告，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

充裕，当日开展人民币 2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均维持不变。具体看，MLF 均为 1 年期，

逆回购为 7 天期，利率分别为 2.85%和 2.10%，均持平前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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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万得数据，当日有 2000 亿元 MLF 到期，本月也只有这笔 MLF

到期，因此 MLF 口径看，本月迄今实现零投放零回笼，为连续第

三个月实现零投放零回笼。此外，当日有 100 亿元 7 天期逆回

购到期，因此，逆回购口径实现零投放零回笼，延续了近期象征

性操作的思路。受上海封城影响，国内经济受损明显，进入 5 月，

中国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发起一场空前的稳增长运动，并加大力度

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上周五发布的 5 月份金融数据超预期增

长。当月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环比分别暴增 1.93 倍和

2.07 倍，社融存量和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也双双走高，且新增

贷款和 M2 均高于预期，M2 更创 2020 年 7 月以来的新高。但

具体到信贷结构，居民贷款和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均呈现“短多

长少”特征，新增中长期贷款均不及去年同期，反映出楼市景气

度仍较低，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偏弱。中国央行正面临两难困境，

稳增长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的支持，但全球央行进入加息周

期无疑束住了其手脚。

3. 【国常会提出不超发货币前提下扩大民间投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1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大有效投资、

带动消费和就业；确定阶段性缓缴中小微企业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加力支持纾困和稳岗；决定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部署缓

缴行政事业性收费。会议指出，抓住时间窗口，注重区间调控，

既果断加大力度、稳经济政策应出尽出，又不超发货币、不透支

未来，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稳物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会议

指出，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启动既能补短板调结构、又能带消

费扩就业的一举多得项目，调动各方积极性。民间投资占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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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一半以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大政策支持。一要

在“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和国家重点建设领域，选择一

批示范项目吸引民间投资。二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将民间投

资大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库并加强要素保障。各地要保护民间投资

合法权益，严格履行政策承诺。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支持民

间资本发展创业投资。三要鼓励金融机构采用续贷等支持民间投

资，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政府性融资担保。会议强调，地下综

合管廊是城市“里子”工程，带动能力强，是一举多得的代表性

项目，要结合老旧管网改造推进建设。科学规划，健全收费回报

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引导金融机构发放长期贷款。

4. 【民间投资下滑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问题】

5 月份中国经济数据虽然比 4 月份有所回升，但整体情况并

不好，消费仍在负增长状态，投资增速为年内最低。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前 5 个月，民间投资格外低迷。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表示，自 2012 年有民间投资统计口径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占

整体投资比重始终保持在 55%以上，可以说是投资的主力军。今年

1-5 月，民间投资增长 4.1%，占整体投资的比重为 56.9%，在整

体投资中仍占大头。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18.9%，基础设施

民间投资增长 9.1%，民间投资质量进一步改善。不过，要注意的

是，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前 5 个月为 4.1%）持续低于整体

投资（前 5 个月为 6.2%）。智库研究人员指出，从近几年的跟踪

来看，每当经济正常运行时，民间投资增速都高于整体投资增速；

每当经济因各种原因遭受打击时，民间投资增速都低于整体投资

增速。进入 2022 年，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低于整体投资增速，且

差距在不断拉大。民间投资低迷的原因，主要是受国内疫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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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防控政策所致。要引起警惕的是，2018 年以来，民间投资

在整体投资中的比重出现下滑。如果民间投资持续不畅，这是中

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风险。

5. 【国内 5 月份房地产市场持续分化】

国家统计局 6 月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5 月 70 大

中城市中有 25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4 月为 18 城；

环比看，成都涨幅 0.9%领跑，北上广深分别涨 0.4%、持平、涨

0.5%、涨 0.5%。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解读称，2022

年 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降势，

但降势趋缓，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下降城市个数减少；一、二、三

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有回落或降幅扩大，同比下

降城市个数增加。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 43 个，比上月减少 4 个。从各线城市看，

5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

上月扩 大 0.2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环比下降 0.1%，降幅与上月

相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

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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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上月增加 3 个。从各线城市看，5 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4%转为持平；二线城市环比下降

0.3%，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

大 0.2 个百分点。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46 个和 57 个，比上月分

别增加 7 个和 1 个。5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5%和 1.7%，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4

和 0.7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

降 1.7%，降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2.2%和 3.2%，降幅比上月均扩

大 0.7 个百分点。

6. 【去年国内支付交易量大幅增长提升支付机构盈利】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6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支付产业年报

2022》显示，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共有支付机构法人 224 家，

共设立分公司 1569 家， 从业人员 4.94 万名，为客户开设在用

支付账户 57.00 亿个，其中活动支付账户 32.44 亿个。总体来看，

2021 年支付机构财务稳健性较上年大幅提升，73.20%机构实现盈

利。《年报》认为，2021 年，支付产业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

化服务创新并重。全年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4395.16 亿笔、

金额 4415.56 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3.90%和 10.03%，业务

金额增速较上年增长 3.85 个百分点；支付机构共完成支付业务

11396.20 亿笔、金额 416.73 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9.48%、

17.17%，有力助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网络支付业务而言，《年

报》表示，近年来，我国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网络支付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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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2021 年，我国银行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 1022.78

亿笔、金额 2353.96 万亿元，分别是 2012 年的 5.32 倍和 2.86

倍。而移动支付业务量的增速则更让人惊叹，2021 年国内银行处

理的移动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则分别是 2012 年的 282.67 倍和

228.13 倍。十年间，移动支付从一个新兴支付方式已发展成为被

公众广为接受且使用最为频繁的零售支付方式之一。此外，在银

行卡业务发展方面，《年报》提出，作为我国居民使用最为频繁

的支付工具，2021 年银行卡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占非现金支付业

务总量的 97.61%和 22.69%，全年银行卡渗透率高达 49.20%。

7. 【OPEC 调低 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6 月 14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布月报称，预计下半年

全球原油需求将增长 310 万桶/日，达到 1.018 亿桶/日，超过疫

情之前的水平。不过，该组织警告称，俄乌冲突和持续的疫情对

石油需求在今年下半年的强劲复苏构成了威胁，通胀压力也会造

成阻碍。该组织在其月度市场报告中表示，当前的地缘政治发展，

以及疫情在今年年底前可能暴发，继续对石油需求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的预测带来变数。OPEC 的数据显示，除非该组织大幅增产，

否则全球市场将大幅收紧。报告显示，该组织在第三季度平均每

天需要生产 2965 万桶石油。然而，5 月份 OPEC 13 个成员国的

日产量为 2851 万桶；由于利比亚局势再度动荡，日产量下降了

17.6 万桶。该组织的大多数国家及其在 OPEC+的盟友都无法进一

步提高产量，因为它们正在努力应对投资减少和运营中断的问题。

只有在波斯湾的核心成员国拥有闲置产能，这些国家未开发的供

应甚至可能会因制裁俄罗斯造成的损失而难以发挥其效用。据媒

体援引消息人士称，OPEC 还预计，由于通胀和冲突影响了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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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明年石油需求增长速度将减半，2023 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只增

加 180 万桶/日，低于今年预计的 340 万桶/日，而今年预计增长

336 万桶/天，为 2023 年预测值的两倍。

8. 【近期加息潮可能只是全球紧缩周期的开始】

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凌晨，美联储一次性加息 75 个基点尘

埃落定。除了美联储自今年 3 月中旬开启加息周期外，其他多国

央行也早已开启了紧缩模式，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开始加息。据外媒统计，在过去三个月中，全球 20 多家央行

共计 60 多次上调关键利率水平，创 2000 年初以来新高。在发达

国家中，年初以来已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

瑞典、韩国和挪威开启加息周期。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形势更加严峻，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

墨西哥、巴西、智利和斯里兰卡等去年就已开启加息周期。欧洲

央行也释放加息信号。当地时间 6 月 9 日，欧洲央行公布利率

决议，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决定自 7 月 1 日起终止其

资产购买计划下的净资产购买，计划 7 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关

键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并在 9 月再次加息。这将是其 2011 年

以来的首次加息。目前市场预计，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和印

度央行都将在未来几周内再次加息。尽管如此，如果按照历史标

准衡量，目前利率水平仍处于低位。部分经济学家对此警告称，

近期的加息潮只是全球紧缩周期的开始。投行杰弗瑞（Jefferies）

全球股票策略师肖恩·达比认为，为了重新锚定通胀预期，全球

金融状况将需要进一步收紧。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