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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更趋平稳、波动性较低。这一表现可圈可
点，但同时也引起了各界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疑。

 ■ 在本文中，我们借助多种数据来源和统计模型构建了追踪中国经济活动的三项指标。我
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并无证据显示官方GDP增长率遭到持续低估或高估。但与官方
GDP增长率相比，我们的追踪指标均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波动性。

 ■ 我们的追踪指标及相关增长因子能够帮助金融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周期及其对全球
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形成更加清晰的认知。特别是，我们发现这些增长因子有助
于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部分短期收益变化，为投资者提供了官方统计数据之外的信息。

 ■ 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除当前估值之外，我们追踪指标中的波动性（影响企业盈利波
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决定中国股市长期回报的重要因素。



2

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估还是低估？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经常遭到学术界和业界的质
疑。考虑到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和此
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
足为奇（参见图1a）。然而，中国经济增长
率“又快又稳”（如图1b所示），无疑让许多投
资者担忧中国GDP数据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统计
偏差。

在本文中，我们借助多种数据来源和统计模
型，构建了追踪中国经济活动的三项指标。最
终，我们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GDP增长率
被持续高估或低估。但我们的追踪指标波动性
更高，也与全球经济增长和各种资产价格之间
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表明，投资者可以使用我
们的追踪指标在投资中获取一定的信息优势。

风险提示

重要提示：VCMM模型所生成的有关各种投资结果可能性的预测或其它信息本质上为假设值，并不反映实际的投资结果，也不
保证未来的回报。这一预测结果符合先锋领航的10,000组VCMM模拟结果，时间截至2020年9月30日。

VCMM模型结果依每次应用及持续时间而有所不同。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2。

所有投资均涉及风险，包括损失本金。投资非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或债券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国家/地区风险和货币风险。这些
风险在新兴市场尤为显著。过往业绩不能保证未来回报。指数表现也不能完全代表某一投资，因为你无法直接投资于指数。

图1. 中国经济“又快又稳”

a.  中国是近几十年来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b. 中国官方GDP增长率稳定性很高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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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这场讨论

鉴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重要
性不断提高，学界和业界近年来都不遗余力地
对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验证。但最终得
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有些质疑中国增长数据
被持续高估，有的则认为数据被持续低估。参
见图2对于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

基于多种数据来源和统计模型，我们从以下几个
不同角度，构建了追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项指
标：

•	 “由外向内”法：这种方法将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黑
匣子”，我们只需要知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
来。研究显示国际贸易数据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着
密切关联，且一个国家的进口必须与另一个国家的
出口相符，统计上出现偏差的可能性较小。基于这种
方法，我们使用省级进口数据来替代官方GDP增长
率，对各项经济指标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估算中国经
济增长。

•	 “自下而上”法：另一个途径是通过使用大量的微观
数据源，对来自各行业的数据进行“汇总”。这种方法
更细化，其优势在于能够更为全面、清晰地了解某些
行业（例如私营企业和服务行业）的走势，也可以缓
解人们对官方宏观经济数据中可能存在统计偏差的
担忧。我们将不同行业纳入到我们经常所说的“旧经
济”和“新经济”中，然后再使用回归加权法对其经济
活动增长率进行汇总1。 

•	 “全面综合”法：最后，我们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税收
数据来估算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走势，并使用主成
分法来汇总一些自下而上的高频数据变量，以反映
服务业的活动情况。此外，我们也对GDP平减指数
进行了调整。最终的指标是工业部门和服务业GDP
权重的加权平均值。

1 “旧经济”是指人力资本需求相对较低、资本密集且通常由国家主导的行业。“新经济”是指依赖私营企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来促进创新的行业。

图2.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争论

中国GDP增长率被高估. . . 中国GDP增长率被低估. . .

Rawski (2001年): 通过电量统计数据作为关键追踪指
标，该研究声称中国历年GDP被高估，实际GDP可能不
超过官方公布数据的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更低。

Koch-Weser (2013年): 作者认为，中国的增长并未准
确反映过去十年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小型私营企业的活
动。

Chen等人	 (2019年): 根据增值税收入增长率，作者 
认为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数据低2个百分点
左右。

Rosen和Bao (2015年): 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服务
业的规模。作者认为，服务业可能比官方数据高约20%，
而GDP总量可能也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出10％。

Li和Zhou (2005年): 该论文认为，中国高度分散的统计
报告系统及管理、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
被夸大叙述。

Clark等人	 (2017年): 通过对夜景卫星图的研究，作者计
算出了“克强指数”各组成部的最优权重，并发现与中国
经济在2015年末急剧收缩这一假设相悖的证据。相反，
这些数据与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官方统计数据（约
2至3个百分点）相符。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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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追踪指标”

我们的估算的三种追踪指标（如图3a所示）显
示，任何一种衡量宏观经济增长的方法都不是
尽善尽美的。在同一时点，不同的分析方法也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综合来看，我们的追踪指标显示官方数据并没
有持续低估或高估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较好
的反映了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及
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但在短期中，我们的追踪
指标均呈现出远高于官方数据的波动性（图3）。

图3. 官方GDP波动幅度常常小于我们的追踪指标所示的	
波动幅度

a.  我们的追踪指标显示的增长波动更大

b. 官方GDP的极端点更少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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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三个指标所表示的增长范围
官方实际GDP增长率

指标范围

等级 标准偏差 范围*

1
“全面综合”法 

(6.7％)
“由外向内”法 

(37.3%)

2
“由外向内”法 

(6.4％)
“全面综合”法 

(32.6%)

3
“自下而上”法 

(4.4％)
“自下而上”法 

(23.8%)

4
官方GDP增长率 

(3.2％)
官方GDP增长率 

(21.2%)

* 范围显示了每种增长指标中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异。



案例研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后，由于经济遭受了在
供需方面的双重冲击，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
GDP同比下降6.8％，出现了30年以来的首
次负增长。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3.2％，出现了强劲反弹。我们的追踪指标

显示经济在上半年所受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见图4），而在下半年的反弹则更为强
劲。

5

图4. 我们的追踪指标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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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追踪指标对投资者有什么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其他地区的经济和资产价格都有着重要影响。

如图5所示，相较于官方GDP数据，全球经济
增长及大宗商品和奢侈品价格似乎对我们的追
踪指标更为敏感2。这显示在官方GDP增长率
之外，我们的追踪指标可能包含了一些关于中
国经济周期的额外信息。 

相比之下，中国股市与我们追踪指标的相关度
并不高，且对官方GDP增长率也不太敏感。我
们之前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回报率之
间相关度较低并非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请参
阅先锋领航研究论文《投资新兴市场：评估经济
快速增长的吸引力》）。

这并不意味着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者完全无
关。事实上，在使用我们的追踪指标时，中国
股市波动率与经济增长波动率的比率与世界其
他地区（尤其是新兴市场）表现更为一致（见
图6），这意味着，我们所构建的追踪指标中
可能仍然包含对股市投资有价值的信息。

2 该分析是基于三种方法的中位数。虽然这样可能平滑了我们原始数据的某些波动，但综合平均指数的波动性远远超过了官方GDP统计数据，因此仍然满足了我们将波动较大的系列增长数
据与官方GDP进行比较的目标。

图5. 追踪指标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和某些资产类别表现相关度更高

注：亚洲新兴市场包括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七国集团（G7）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大宗商品和奢侈品价格由标普GSCI指数和标普全球
奢侈品指数表示。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使用来自彭博社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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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短期股票回报率：并不像看上去那
样简单

因此，我们试图寻找追踪指标中所包含的其他
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解释中国股市的短期
回报。如图7所示，我们对四个增长因子（动量， 

意外，差异和差距）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因
子与追踪指标波动性呈正相关，并受到市场投
资者的密切关注。

我们的假设是，这些增长因子不仅能够比增长
率本身更好地预测短期股票回报率，而且当应
用我们的追踪指标时，这些因子的表现也比官
方增长率更胜一筹。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我们
用A股市场回报作为因变量，追踪指标或官方
GDP增长率、以及不同的增长因子作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
中国散户投资者信心或情绪3和中国信贷增长4

作为控制变量。公式1是我们的回归模型。

公式1

沪深300指数年回报率i,t = α + β1 * 增长率i,t–1+ 
β2 * 增长因子i,t–1 + β3 * 散户投资者情绪t–1 + 
β4 * 国内信贷增长t–1 + εi,t

其中t =季度，i =官方GDP增长率或我们的追
踪指标。

3 散户投资者信心（第一季度滞后）由该季度新开设的A股投资者账户的年度变化来表示。
4 中国信贷增长（第一季度滞后）由基础货币的年度变化来表示。

图6.	中国股市的波动性相对于我们的追踪指标的波动性更
为合理

注：数据来自2000–2019年度。股票波动率是指全国股票回报率的年化标准差。标准化
GDP波动率是指年度GDP增长率除以平均GDP增长率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计算结果，使用汤森路透和全球金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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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受到市场关注的潜在增长因子

因素 描述 方程

动量 6M增长率变化 动量因子i,t =增长率i,t–增长率i,t–2

意外 与彭博社GDP预期共识的偏差 意外因子i,t =增长率i,t –GDP预期共识i,t

差异 官方GDP增长率与我们的追踪指标之间的差异 差异因子=官方GDP增长–追踪指标

差距 增长率和趋势增长之间的差异 差距因子i,t =增长率i,t –趋势增长i,t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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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结果，我们将包含增长因子的回归与
不包含增长因子的回归之间的校正后决定系数
（adjusted R2）进行比较（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见图8和附录表A-1）。对这一分析我们有两
方面解释。

首先，尽管经济增长率（包括追踪指标和官方
GDP增长率）对A股市场短期回报影响不大，
但其它增长因子似乎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例
如，动量因子是解释短期市场波动的一个相当
有意义的变量，在回归中加入动量因子后，校
正决定系数（adjusted R2）显著提高。这说
明，尽管经济增长率往往已经在市场价格反映
出来，但经济走势的大幅变化和意外的宏观事
件仍可能对短期市场回报率产生影响。

其次，基于我们的追踪指标的增长因子（除意
外因子外）在回归中的表现均优于基于官方
GDP增长率的增长因子。基于官方GDP增长率
的意外因子在回归中表现较好也是在意料之中
的，因为市场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往往是基于
对官方即将公布GDP增长率的预期。

然而，其他因子普遍表明，我们的追踪指标与
A股市场短期回报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
这说明我们的追踪指标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了额
外的信息，在投资中可以获取一定的信息优
势。

图8. 短期内，特定增长因子对A股市场投资者至关重要

注：我们使用校正后的决定系数(adjusted R2) 来调整模型中预测因子的数量。当新的因子对模型的改进程度超出随机预期，adjusted R2会增加；而当预测因子对模型的改进程度小于随
机预期时，则adjusted R2会减少。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校
正
后
的
决
定
系
数

（
ad

ju
st

ed
 R

2 ）
变
化

增长率 动量 意外 差异 差距

–0.05

0

0.05

0.1

0.15

0.2

官方GDP
追踪指标



9

A股与H股：在一个更加成熟和开放的市场中，
市场回报对增长因子的敏感性显著增加

鉴于A股市场中散户占比较高，更容易被情绪
而非基本面驱动，我们试图测试在由机构主
导、更为开放的市场中，经济基本面是否对投
资回报更为重要。譬如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中
国内地公司组成的H股（图9）。与境内投资者
在海外投资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不同，H股投资
者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资金在
在香港的自由流动可能会提高投资者对经济走
势的敏感度，一旦中国经济走弱，他们可以将
股票投资转向海外，降低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
风险敞口。

公式2是我们对H股市场回报的回归模型。与公
式1相比，我们用恒生香港中资企业指数回报
率代替了沪深300指数回报率作为因变量，并
增加了美国利率变化和股市波动性作为控制变
量5。

公式2

HSCEI年回报率i,t = α + β1 * 增长率i,t–1  + β2 * 
增长因子i,t–1 + β3 * 散户投资者信心t –1 + β4 * 
国内信贷增长t–1 + β5 * ΔUS_3M利率t–1 + β6 
* ΔVIX指数t–1 + εi,t 

其中t =季度，i =官方GDP或我们的追踪指标
中位数。

如图10所示，我们发现H股市场短期回报率确
实对宏观基本面更加敏感。在H股回归模型中
使用追踪指标的增长因子作为自变量，模型的
解释力不仅普遍高于基于官方GDP增长率的增
长因子，而且也高于A股的回归模型。

5 由于资本自由流动，H股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和股票波动性等全球变量更加敏感，此前这些变量对A股市场回报影响微不足道。

图9. A股市场和H股市场投资者结构大相径庭

日均交易量占比

注：数据截至2017年。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使用WIND的数据。

A股 H股

个人投资者 机构 国内 国外

–0.05

0

0.05

0.1

0.15

0.2

H股：官方GDP
H股：追踪指标
A股

增长率 动量 意外 差异 差距

校
正
后
的
决
定
系
数

（
ad

ju
st

ed
 R

2 ）
变
化

图10. H股市场投资者对宏观发展更为敏感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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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股市场回报的模型结果显示，未来随着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断
优化，A股市场回报可能会对经济基本面表现
更加敏感。

付诸实践：单纯使用上述增长因子来判断市场
时机可能仍然具有挑战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将增长因子考虑在内后，中
国股市走势对我们的追踪指标更为敏感，可以
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信息优势。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即便使用这些因子，模型对历史股市
回报的解释能力也不到20%，因此，投资者应
避免单独根据这些增长因子来进行投资决策。

如图11所示，在各增长因子中，看似解释力最
强的动量因子与中国A股回报的平均显著性关
系较为明显，但回报分布的离散程度非常高。
例如，基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动量因素预测，
未来A股市场回报率范围可以分布在在-40%到
175%之间（图11中的阴影区域）。

注：图为2008年一季度至2019年四季度沪深300指数下季度回报率（T+1）与动量因素子(T)对比图。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图11. 单凭宏观因子无法解释80％以上股票历史收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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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长期而言，增长波动性和估值十分重要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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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波动性仍是长期回报的关键驱动力

股市的短期回报难以预测，但以长期来看，模
型的预测能力有所提高，尤其初始估值可以解
释接近50%的长期股市预期回报。此外，当控
制好初始估值后，我们的追踪指标的波动率也
是解释未来五年预期回报的重要变量。

图12说明了这一点，从历史上看，高增长波动
性和低初始估值会带来A股市场较高的长期回
报率。事实上，新兴市场由于经济环境和其他

特定市场、监管因素具有更高不确定性，而投
资者需要为投资这些市场所承担更高的增长和
盈利风险获得补偿，因此新兴市场总体上比发
达市场拥有更高的预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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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票市场前景

得益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控制，早
恢复”的实践，加之经济活动反弹远超于预
期，中国股市大幅上涨，表现优于世界其他
国家。截至2020年8月，沪深 300指数估值
比2019年底高出约18%，而MSCI 全球指数
2020年的平均回报率为3%。

从图12中当前估值与未来回报率的负向关系
可以看出，估值上升表明长期预期回报率将
趋于平缓。事实上，在我们十年期名义股市
回报率预测（根据先锋领航资本市场模型
(VCMM)6得出）中，中国是相较2019年底

有所下降的少数地区之一（图13），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其2020年股票回报率显著，
以及由此带来的估值上升。

目前，尽管预期中国市场波动远高于发达市
场，但由于估值的扩张和风险溢价的压缩，
我们对中国股市10年期回报的预测目前仅略
高于发达市场。

图13. 我们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预测略有下调

注：该预测结果基于10,000次先锋领航资本市场模型（VCMM）模拟10年期年化名义收益率分布得出，数据截止于2020年9月30日。波动率中位数指某一资产类别的年度标准
化收益偏差分布的第50个百分位数。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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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全球经济
潮流的默认趋势，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兴
趣也愈加浓厚。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中国的
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偏差，经济增长率要么
被高估， 要么被低估。

我们借助多种数据来源和统计模型，构建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项追踪指标。我们的研究显
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GDP数据被持续高估或
低估。但我们的追踪指标波动性更高，也与 
全球经济增长和各种资产价格之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或许能通过依靠我们
的追踪指标及其相关增长因子，在考察全球经
济增长、各类资产价格变化尤其是中国股票回
报的短期变化时获得一定的信息优势。

话虽如此，但由于逾80%的短期股市回报难以
预测，因此我们仍要告诫大多数投资者，不要
仅根据这些宏观因子就来进行投资决策。从长
期来看，我们发现除初始估值之外，经济波动
作为企业盈利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解释
长期股票回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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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表A-1.	公式1回归结果

增长率 意外因子 动量因子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α  –3.326  –7.732  20.071  –31.852**  25.446*  7.209

散户投资者情绪t–1  0.153***  0.160***  0.155***  0.162***  0.144***  0.158***

国内信贷增长t–1  2.374**  2.253**  1.244  0.401  1.674*  –0.408

增长率t–1  0.711  1.006  –3.411*  4.808**  –2.483  –0.257

增长因子t–1 — —  31.166***  –6.182**  6.031***  4.985***

经调整 R2  0.384  0.399  0.475  0.455  0.465  0.552

差异因子 间隙因子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α  –24.789  –33.829***  16.434  13.235

散户投资者情绪t–1  0.150***  0.161***  0.151***  0.157***

国内信贷增长t–1  1.808  –0.134  2.872***  2.675***

增长率t–1  3.835  5.019***  –1.729  –1.064

增长因子t–1 –2.410 –7.362**  5.310**  5.170***

经调整 R2  0.383  0.487  0.423  0.519

***、**和*反映了10%、5%和1%的显著性。
注：数据为2008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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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公式2回归结果

增长率 意外因子 动量因子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α  –21.668  –13.931**  18.542  –23.755**  –4.445  –3.851

散户投资者情绪t–1  0.036*  0.042**  0.035*  0.043**  0.032  0.043**

国内信贷增长t–1  1.315*  1.149  0.267  0.377  0.438  –0.591

VIXt–1变化  –0.838***  –0.736**  –0.796***  –0.718**  –0.453  –0.528*

3月期美国国库卷利率t–1变化  7.454**  7.424***  6.916***  6.791**  2.038  4.047

增长率t–1  2.769*  1.522**  –3.247  3.043**  0.827  0.562

增长因子t–1 — —  28.110***  –2.529  7.500***  3.232***

经调整 R2  0.382  0.426  0.518  0.440  0.462  0.541

差异因子 间隙因子

官方 追踪指标 官方 追踪指标

α  –29.042  –26.290***  –18.572  2.436

散户投资者情绪t–1  0.036*  0.043**  0.0371*  0.044**

国内信贷增长t–1  1.142  0.018  1.416*  1.260*

VIXt–1变化 –0.842***  –0.703**  –0.819***  –0.639*

3月期美国国库卷利率t–1变化 7.646**  6.821**  6.543*  1.400

增长率t–1  3.837  3.389***  2.345  –0.272

增长因子t–1 –0.771 –3.474**  1.390  3.573**

经调整 R2  0.371  0.468  0.371  0.473

***、**和*反映了10%、5%和1%的显著性。
注：数据为2008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
资料来源：先锋领航。



附录2 关于先锋领航资本市场模型

重要信息：先锋领航资本市场模型预测的有关各种投资结果	
的可能性及其他信息均为假设，并不反映实际的投资结果，	
也不保证未来的回报。VCMM每次使用及不同时间使用的	
结果不同。

VCMM预测基于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学分析。未
来回报率表现可能与VCMM得到的历史模式不
同。更为重要的是，VCMM可能低估了模型模
拟期内没有出现过的极端情景。

VCMM是一个由先锋领航投资策略开发和维护
的专有金融模拟工具。该模型预测众多资产类
别未来回报率的分布。这些资产类别包括美国
及全球股票市场，不同期限的美国国债和企业
固定收入市场，国际固定收入市场，美国货币
市场，商品，以及某些另类投资策略。先锋领
航资本市场模型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为，各种资
产类别的回报率体现了投资者对于承担不同种
类的系统风险（beta）所要求的补偿。该模型
的核心是对获取的每月金融和经济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之后估算的风险因素与资产回报率之间
的动态统计学关系。该模型使用一系列的估算
公式，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来预测风险因素
和资产类别的相互关联，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随机性。该模型生成有关每一资产类别在不
同时间段内的大量模拟结果。然后通过计算这
些模拟结果的集中趋势来获取预测结果。该工
具生成的结果在每次使用以及不同时间使用的
结果不同。

VCMM的主要价值在与为潜在客户的资产组合
进行分析。VCMM资产类别预测——包括预计
回报率分布，波动性和相关性——对于评估潜

在负面风险，不同风回报率取舍至关重要。尽
管任何一种回报率分布都有集中趋势，先锋领
航强调注重被考察资产的全部潜在结果，就像
本文提供的数据，才是使用VCMM结果最为有
效的方法。如果读者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
V C M M 的 信 息 ， 请 阅 读 先 锋 领 航 白 皮 书
（Davis等人，2014）。

VCMM通过生成大区间的潜在结果来代表预测
的不确定性。请注意，VCMM并不在回报分布
上强加“正态”，而是偏重资产类别回报率经验
分布中的肥尾和偏斜度。在结果的区间内，个
体经验可能很不一样，代表潜在未来路径的不
同性质。实际上这是我们用分布框架来处理资
产回报率前景的一个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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