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请阅读倒数第三页免责声明。

2023年扩内需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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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览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览（节选）

内容 2021年 2022年

经济形势判断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总体要求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
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
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
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
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房地产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
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
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
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
环和健康发展。

 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
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
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

 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
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
展模式平稳过渡。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
融风险。

疫情防控  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
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二十大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相关部分的表述

内容 二十大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关于扩大内需的要求  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
 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

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社会政策
（就业、物价、就业、养

老、医疗、生育）

 通过就业保障居民收入，第一次分配重强调充分就业、提
高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在二次分配中强调社会保障，提
高消费意愿

 从“研究”到“建立实施阶段”，生、育、老、病四个维
度看，支持生、降低育成本（生育、养育、教育）、保障
养老（推动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病（促进医疗资源扩容
和区域均衡布局，公益为导向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和壮大
医生队伍（重点在农村和社区）

 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稳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产业与安全
（能源、粮食、供应链和

现代化产业体系）

 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及重大技术

装备攻克工程

 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
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
的地位和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
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
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
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内需分析大框架：意愿*总需求=信心*（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

消费意愿 防疫政策

政府部门（G）

居民部门（C）

企业部门（I）

财政：加力提效 赤字

专项债

贴息

重大工程
补短板

产业支持政策

现代化产
业体系：
安全

消费能力

社会政策（民生）

收入（就业）
支出降成本（养老、医疗、生育、教育）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及重大技术装备攻克工程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流动性、全社会财务成本）：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投资意愿

产业基础设施服务
、能源、物流保障

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数据来源：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第二部分 怎么去看市场信心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市场信心：从历史政策去看市场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22年4月29日）：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

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疫情、地缘政策）

 2021年的政策关键词：共同富裕、双碳：受影响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房地产、互联网

内容 历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提及“市场信心”的相关表述

2008年
 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是提振市场信心的最好办法

2019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
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
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2022年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市场信心：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市场信心的相关表述

内容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信心的表述（附部分以往相关会议）

原则性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尊重市场规律，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国有企业
 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
 参考资料（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要继续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提出要完成）：

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民营企业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
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参考资料（2022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

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22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
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

外资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
 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

护力度。
 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市场信心：市场关注的信心可能是什么

内容 可能的市场关注的信心

疫情
 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

双碳  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房地产
 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

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互联网 可能还缺乏一些标志性事件

改革开放
 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关注重磅协议如中欧投资协议）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第三部分 扩大内需战略——财政篇



加力提效：历年的财政政策表述

内容 财政政策定调词

2018  加力提效

2019  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

2020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2021  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2022  加力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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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加力提效：18-19年和22—23年的相关表述

内容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2019年2月
财政部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完善税制结构，有利于服务当前宏观政策导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要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科学合理制定政策措施，强化政策普惠性，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要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对重大隐患要跟踪分析，及时预警，完善预案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

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12月1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举办的“2022-2023中
国经济年会”在线上举行）

 加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专项债券、调入资金等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持续推动财力下沉。二

是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当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运作资本金范围。今明两年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
资拉动力，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

三是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做好困难群众失业人员动态建设和救助帮扶，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为经济运行营造良好
的基础环境。

 “提效”主要体现在
 一是完善减税、退税降费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
 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区域协调等重点领域投入。支持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

优势，更直接更有效的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三是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与撬动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和促进消费。
 四是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政策效率。
 五是持续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注重加强与货币、就业、产业、科技、社会政策协调配合，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与此同时，兼顾当前和长远，筑牢风险防控制度的机制，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财经纪律约束和财会监督，不断增强

财政可持续性

数据来源：wind 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加力提效：2023年从保主体到稳增长，从专项债到准财政

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地方债的情况

2018  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

2020  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2021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2022

 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更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加强金融、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内容 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上半年保主体，下半年稳增长强调实物工作量，2023年延续稳增长的风向

2022年上半年
 减税退费：上半年新增退税减税降费5074亿元、办理退税18455亿元：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64万亿元
 专项债：截止6月完成约100%的发行

2022年下半年
 6.29、8.24国常会：3000+3000的开发性金融工具+5000亿专项债限额
 11月下达2023年专项债额度，预计2023年1月发行

数据来源：wind 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第四部分 扩大内需战略——房地产与货币篇



精准有力与防范风险：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房地产的表述

内容 货币政策定调词

2016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

2017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

2018  适是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

2019  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0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2021  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2  精准有力

内容 怎么去理解精准有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

 总量要够，既包括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也包括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除非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超出预期，这也是
有可能的，届时中央还会适时作出部署

 结构要准，意味着投向要准，要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再贷
款、再贴现、PSL等结构性工具）

 货币政策的工具仍然比较充足，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都有空间，流动性管理的手段和经验比较丰富
 房地产当前既是重点领域，也是薄弱环节，理应加大金融支持。” 不能偏离房住不炒的定位，要以稳民生为落脚点，以稳市场

主体为重要抓手，优化金融监管制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精准有力与防范风险：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房地产的表述

内容 关键词 小章节 房地产表述

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
多问题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
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
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2017

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
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

良性循环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
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
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
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2018

民生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

2019
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0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
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
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
房市场。

2021 结构性政策
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2022 风险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

 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
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
负债状况

 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

索长租房市场建设。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精准有力与防范风险：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房地产的表述

内容 货币政策 房住不炒 需求表述

2016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管好总闸门

√ √因城因地施策去库存

2017 ×（其他相关会议提了） ×（多主体供应）

2018

灵活、适度、合理充裕

√ ×（因城施策、分类指导）

2019
√ ×（老旧小区改造）

2020
√ ×（租售同权）

2021
√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

2022 精准、有力
√  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房地产：2023年更多可以参考2017年，而不是2020年：房住不炒和刺激需求同时存在，货币政策在地产需求上更多会体现价格工具，

而不是数量工具。相反在保交楼等风险领域，会满足合理的融资需求（三支箭）。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精准有力与防范风险：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原文：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
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放在了风险部分、供给端）

救行业 救企业 救项目 优质头部
从供给端去看

政策定位

从需求端去看

(精准、风险对应当初的

天量违规信贷）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第五部分 扩大内需战略——消费篇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内容 大章节 小章节 具体表述

全面促进消
费，加快消
费提质升级

持续提升传统消费

提高吃穿等基本消费品质  推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内外贸一体化）

释放出行消费潜力
 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二手车、新能源）
 推进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加强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

配套设施建设。便利二手车交易。

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

 支持居民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保障性
住房、租赁住房、家电）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完善长租房政策
 促进家庭装修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费，推动数字家庭发展。

中高端消费品消费需求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深入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免税、网红城市）

积极发展服务消费

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  加快培育海岛、邮轮、低空、沙漠等旅游业态。释放通用航空消费潜力

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  增加普惠托育供给，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

提供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促进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互联网医疗）

促进群众体育消费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建设国家步道体系，推动体育公园建设。（体育）

提升教育服务质量
 健全国民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

育保障机制。（职业教育）

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  促进员工制家政企业规范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品牌化连锁化发展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内容 大章节 小章节 具体表述

全面促进消
费，加快消
费提质升级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

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
展

 丰富5G网络和千兆光网应用场景，加快研发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
备、智能家居、智能教学助手、医疗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支持自动驾驶、无
人配送等技术应用。拓展无接触式消费体验，鼓励布局建设智慧超市、智慧商
店、智慧餐厅、智慧驿站、智慧书店（智慧城市）

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
模式

 做强做优线上学习服务，打造在线和线下相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提高农
村学校在线教育覆盖面。（线上教育）

 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有序推进分时段预约诊疗、电子处方流转、
药品网络销售等服务发展，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互联网医疗）

 深入发展在线文娱，支持打造线上演播、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鼓
励发展“云旅游”等智慧旅游新模式（线VR）

促进共享经济和新个体经济发
展

 进一步支持网约车、共享住宿、无接触配送等共享资源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
共享经济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共享经济）

 支持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经营模式，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
享的创新平台。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短视频平台规范有序发展。（直播带货）

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

• 积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
场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
 鼓励绿色电力交易，制定促进各类电力用户购买绿色电力的激励措施，推动高

载能企业和行业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电力投资）

• 倡导节约集约的绿色生活
方式

 加快推动城市公交、出租、物流、环卫等公共领域车辆和公务用车电动化，大
力提升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在机动化出行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新闻报道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总结：服务性消费反弹动力或好于商品性消费，偏向绿色、数字概念产品

历史扩内需对消费的提法：2009年（耐用品，汽车家电下乡）2013、2017（信息消费，5G）2019年商品和文旅消费。2020年老旧小区改

造。

2022年：基本都涵盖到了，但整体看服务性消费反弹的动力或好于商品性消费。商品端除住房外主要是汽车、家电，但并不是总量性的政策

，更多是结构性的，会偏向绿色、数字概念。

 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金的机制，完善老旧小区配套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力争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推动农村居民汽车、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升级。引导县域引入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2023年内需扩充的政策力度排序：消费优先>制造业升级>基建重大项目和补短板>稳房地产

市场预期的核心：地产消费的修复

数据来源：广州期货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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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楼2层04、05、06号

办公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五路2号华生
商住中心商业办公楼1704、1705办公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
融大厦第8层自编803B

北京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山东分公司 郑州营业部
联系电话： 010-63360528 联系电话：027-59219121 联系电话：0531-66671202 联系电话：0371-8653382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4号院1

号楼-5至32层101内12层1211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193号中
华城A写字楼14层1401-9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8

号绿城金融中心B楼906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
普惠路80号1号楼2单元23层2301号

青岛分公司 四川分公司 机构业务部 机构事业一部
联系电话：0532-88697833 联系电话：028-83279757 联系电话：020-22836158 联系电话：020-22836155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

号农商财富大厦8层801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4段12

号6栋802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
万科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万
科中心南塔6层

机构事业二部 机构事业三部 广期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22836182 联系电话：020-22836185 联系电话：021-50390265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
右万科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万科
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88号越秀大厦701室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