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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海外宏观方面：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全球需求处于趋势性回落中。

全球经济复苏延续“中国-美国-欧洲-南美印度”的动能开展，中国

经济步入修复的后半场；美国经济修复越过高点后，修复斜率明显放

缓。欧元区制造业 PMI 连续两个月回落，预示着全球经济的接力复苏

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呈现出终端需求回落的趋势。但由于供需缺口的

存在，需求增速的下滑不会立即导致供需缺口的闭合，大宗商品价格

将会维持高位震荡。当需求经过一段时间下滑，供需缺口出现合拢后，

会导致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的阶梯式下降。

国内宏观方面：短期来看，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扰动因素，“金九银

十”步入季节性消费旺季，叠加过去两个月，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已经

出现明显调整，或将成为大宗商品价格向上修复的短暂的窗口期。

在政策方面：中美货币政策的背离是影响大宗商品定价的另一主要

因素。目前美联储强化 Taper 预期，对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拖累。国内

政策“宽财政+稳货币”，对大宗商品需求形成托底效应。

结论：长期来看，在需求回落趋势下，对顺周期的大宗商品定价造

成直接的拖累；但金九银十迎来消费旺季，叠加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已

经出现调整，9月、10月或将成为向上的修复窗口期。具体品种来看：

原油方面，从短缺到再平衡，原油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需求边际放

缓，叠加供应缓慢恢复，价格震荡走弱；有色方面，流动性支撑边际

弱化，关注需求旺季改善；其中有供给端压制的品种，铝、合金表现

或将偏强。贵金方面：海外经济增速边际放缓，但 Taper预期强化拖

累定价；国内黑色金属：或进入宽幅震荡，短期关注旺季需求改善，

供给受限的品种焦煤焦炭表现偏强。供给端趋于扩张的品种，如铁矿

将走弱。

风险因素：新冠病毒变异及海外疫情失控风险、中美关系、流动性

收紧超预期、需求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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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宏观方面

1.1.美国经济修复斜率明显放缓

美国财政部“刺激支票”已在 4 月基本发放完毕，前期美国居民收入的最重要支撑将

逐步“退场”，美国商品消费增速见顶回落。2 季度耐用品消费季调环比为 2.4%，较前值

10.6%大幅回落。同时消费者对未来 6 个月汽车和家电的购买意愿也都在回落。财政刺激高

峰已过，叠加前期耐用品消费透支，预计美国商品消费增速承压。往后看，服务消费恢复

空间相对有限，疫情反复可能再次形成拖累。新冠 Delta 变种也已造成美国疫情再度反弹，

或对服务消费形成进一步压力。

美国疫情影响有所减弱，此前疫情催生的自住房需求高点已过。叠加低利率环境的改

变，美国地产销售短期或延续降温态势，拖累地产投资增速。

图 1 美国商品消费增速或已见顶 图 2 美国地产投资高点或已过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1.2.欧美央行维持宽松

另外一个影响大宗商品配置的主要因素，就是美联储的 taper 预期，也就是缩减 QE

规模。2021 年 8 月 27 日，美联储主席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强化年内启动 Taper 预期，虽然

后续美联储官员也有相对鸽派的发言，但整体来看 taper 已经箭在弦上，需要关注其对大

宗商品定价的影响。

美联储年内还有三次议息会议，分别为 9 月（21-22 日）、11 月（2-3 日）以及 12 月

（14-15 日），在这三次议息会议上均有可能会正式启动 Taper。基准情况下，我们预计，

Delta 疫情的扰动存在，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受到供给约束通胀维持高位。

这种情形下，预计美联储将于今年 11 月宣布 Taper，12 月正式开启。但是不排除，8月经

济数据未受疫情影响而表现强劲，经济可视为取得了“实质性进一步进展”，且通胀持续上

行的风险较大。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 9 月宣布 Taper，10 月正式开启。对大宗商品的负面

拖累作用将有所放大，因此需持续关注美国经济复苏及通胀的走势，以及美联储官员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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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引导。

图 3 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 图 4 美欧中货币增速见顶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全球商品供需差距亦触顶收缩。如果以“全球集装箱货运运输量”与“全球干散货指

数”之间的差值作为反映全球商品供需情况的替代性指标。其中，通过集装箱运输的货物

往往用于最终消费，而干散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二者之间的差值便可近似代表

商品供需关系，尤其是上游领域的“供需差”。该替代性指标从今年 4月份开始出现了明显

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商品供需差也逐步在回归。

但由于供需缺口的存在，需求增速的下滑不会立即导致供需缺口的闭合，大宗商品价

格将会维持高位震荡。当需求经过一段时间下滑，供需缺口出现合拢后，会导致商品价格

和通胀预期的阶梯式下降。

2.下游行业需求：7月多因素叠加，经济数据回落明显

目前国内经济修复步入到后半程，7 月经济数据下行超预期，其中，工业、服务业、

消费、投资、房地产、出口等六大口径数据增速有不同程度放缓。一方面，外生的冲击主

要体现在疫情零星式扩散和洪涝灾害的影响。部分线下服务业和消费都出现了暂停，洪涝

灾害也导致部分地区没法正常开工。另一方面，内生的冲击主要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仍

未得到解决。例如缺芯、缺电、缺钢、运费高、原材料价格高等问题制约工业生产，从而

体现在，制造业投资、消费等后周期动能偏弱，以及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等支撑动能的边际

放缓。从长期来看，将制约大宗商品的需求端。

2.1.7 月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

7 月房地产投资两年同比增速 6.4%，前值为 7.2%，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房地产投资

下行有洪涝灾害的冲击，导致部分工地无法正常开工，拖累了房地产施工。更重要的是，

在房企融资不断收紧、房地产销售承压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拿地热情、开工意愿和施工

强度均出现了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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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房地产投资数据 图 6 房地产新开工、施工及竣工数据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7 月当月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同比增长-1.6%，累计两年平均增长 0.9%，基建投资依旧偏

慢。目前来看，财政政策后置特征仍明显。截至 7 月专项债的发行进度仅完成了 37%，远

低于往年水平。同时，财政支出节奏也明显偏慢，目前财政存款明显偏高。主因目前经济

运行仍相对平稳，财政发力的诉求不高，整体节奏后移。另外，财政在支出的领域上也更

偏向于民生领域，基建领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下滑。往后来看，未来基建后续有

望发力，但力度或有限。

图 7 基建投资分项数据 图 8 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在制造业投资方面，1-7 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 3.1%，前值

是 2%，制造业投资仍在继续恢复，但恢复速度依旧偏慢，而且 7月当月两年同比均值明显

下降，7月当月两年平均是 2.8%，6 月是 6%。疫情反复对制造业企业投资造成拖累，复发

的疫情让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强，企业观望情绪加重。除了疫情之外，需求端

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端的压力也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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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企业利润增速与制造业投资 图 10 产成品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6 月消费平稳复苏，7、8 月疫情扰动增大

7月社零数据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暂时中断了回升的态势，两年平均增速为 3.6%（前

值 4.9%）。可以看到虽然在 7月社零会出现季节性下行，但是 2021年 7月的下行幅度明

显是超季节性的。

而从消费结构上来看，近几个月来我国服装鞋帽消费持续改善，显示居民出行需求提

升。而日用品、食品饮料等必需品消费保持坚挺。而当前可选消费有所分化，通讯器材、

化妆品类的增速高位走强。而金银珠宝、汽车消费则明显回落。其中，汽车消费和生产数

据均偏弱，可能与缺芯有一定关联。7月汽车消费同比增长-1.8%（前值为 4.5%）。随着房

地产销售下行，后地产周期相关的消费支出也明显偏弱，比如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同比增长

11.6%（前值 19.1%）、家具类同比增长 11%（前值 13.4%）。

图 11 社零售总额同比数据 图 12 汽车消费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生产端：极端和高温天气影响，库存去化速度减缓

从季节性角度来看，“金九银十”步入季节性消费旺季，叠加前期受洪涝灾害等影响的

延迟开工，将会阶段性提振大宗商品的需求，并且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调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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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关注短期需求改善下迎来的价格修复窗口期。

图 15 全国高炉开工率 图 16 钢材、螺纹钢社会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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