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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研究 «月度经济概览»
经济形势观察
中国应减少宏观经济目标
英国脱欧暂缓了美联储在今年加息的步伐，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积极影响，因为这给央行加速人民币贬
值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实际上，自英国脱欧以来，人民币汇率已连番触及近六年新低，在 7 月 14
日更是达到了 6.69。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预计英国在 2017 年将发生衰退）和各大央行长期实施非
传统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从以前的外部冲击中吸取教训。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最重要经验是，巨大的财政刺激也会产生大量副作用（如产能过剩和资
产质量恶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最佳的政策方案是降低 GDP 增速目标，从目前的“6.5%以
上”降至 5%，并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考虑到英国脱欧使美元变成了避险货币）。近几周内，尽
管人民币持续下跌，但大多数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并未发生许多观察者担心的贬值问题，相反而是
保持稳定。这表明市场对拖延很久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调整已早有预料。现在央行允许人民币贬值，
意味着它不必再通过减少外汇储备（这一做法已实施了近一年）来维持人民币稳定。六月的外汇储备
数据令人鼓舞，较上月增加了逾 130 亿美元，规模达到 3.21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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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想重申，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无关乎加强竞争力。虽然近几年人民币对大多数货币
大幅升值，但尚未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内，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有所下滑。然而，在短期利率
没有多少下降空间时，人民币贬值将有助于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有效。客观来看，迄今为止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仅从最高点（2014 年 1 月）的 6.04 下跌了 10%。近期的外汇储备数据表明，有意义的汇率
调整将减少资本外流和道德风险（企业认为政府将维护币值稳定而持美元债务）。此外，人民币贬值
将有助于减轻制造业进行必要调整的阵痛（2008 年制造业经历了人为刺激）。也就是说，把人民币
汇率作为货币工具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坚守很高的 GDP 增长目标。
今年上半年 6.7%的 GDP 增速水平超乎市场预期，但实现这一相对较高的增速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如
国企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速差异，以及持续上升的杠杆率）。我们想再次强调长久以来的观点，中国
相对紧缩的劳动力市场（目前仍为这种状况）暗示着政策制定者无须担心降低 GDP 增速造成的社会
成本。英国脱欧使外部挑战剧增，这也许能促使中国政府在此种情况下调整宏观经济目标。

数据来源：Wind，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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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56138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0.3%，较 2015 年全年 10.7%的增速进一步放缓。全国网上零售额 22367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28.2%，仍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5 月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
为 10%，触及五年来单月增速的最低值。2016 年年初至今，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呈现下行趋势，并在
5 月跌破 100，降至 99.8，创下 2014 年至今的单月最低记录。
网络零售巨头驱动下的深层次合作有望开启行业发展新格局
2016 年 5 月淘宝（中国）软件完成了苏宁云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工作，成为了苏宁云商的第二
大股东，也标志着 2015 年 8 月公布的阿里巴巴和苏宁云商的交叉持股方案基本完成。2016 年 6 月 1
日阿里巴巴和苏宁云商携众品牌商召开战略发布会，宣布在完成了渠道、物流、系统等内部整合后，
双方的战略合作将转向对外辐射，围绕品牌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开启新的行业变革。
2016 年 6 月 21 日京东宣布通过定向增发新股的方式从沃尔玛手中收购一号店主要资产，并借此与沃
尔玛开启全供应链深层次的合作，成为继 2015 年 8 月入股永辉之后又一次标志性事件。
实体零售遇冷和网络零售企业发展逐渐步入瓶颈都迫使越来越多的行业巨头选择强强联手的方式来推
进全渠道战略，并寄望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产生“1+1>2”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
行业影响力。类似的合作也体现出互联网零售巨头的行业整合意图，在竞争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下，行
业巨头也希望通过整合来带来新的变革，从而进一步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零售行业整体的生态体
系，包括产品、物流、竞争格局等方面都有望因此而产生改变。
互联网品牌陆续提交上市申请开启发展新篇章
2016 年 7 月 3 日互联网品牌茵曼、初语的母公司汇美集团向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成为继裂帛之后又一家递交上市申请的互联网品牌企业，而目前已有包括三只松鼠、韩都衣舍等
超过 50 家互联网品牌企业表达出寻求上市融资的意愿。过去几年在网络零售的高速增长下，“小而
美”的互联网品牌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也逐渐从最初的“淘品牌”演化成为多平台经营的“互联网品
牌”。在不断获取市场份额成长壮大的同时，互联网品牌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品牌重塑、人才引
进、扩大融资、管理提升、全渠道建设等都成为互联网品牌在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努力方向，也有可能
为德勤带来新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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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中国广电“投石问路”
2016 年 5 月 5 日，工业化信息部（简称“工信部”）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
电”）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使得中国广电成为电信市场第四大运营商，打破了国内
传统三大电信运营商长期以来的垄断局面。
短期看来，自从 2013 年底中国移动正式获得固网牌照后，现有三家运营商的固网竞争日趋激烈。根
据工信部的数据，2015 年底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的用户规模为 2.13 亿户，其中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
已占据了 95%，留给中国广电的市场空间已相当狭小，因此中国广电在短期内很难对市场格局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然而，中国广电的加入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整个行业的竞争，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引
发价格战，从而导致宽带资费降低，现有三大运营商的利润将被进一步侵蚀。此外，中国广电目前在
电信业务方面的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在通信技术、人员和管理经验方面还不够成熟，因此短期内并不
会贸然进入移动通信业务，而是会基于固网层面进行业务拓展，着力于顺应潮流推出网络电视节目。
中长期来看，中国广电成为第四大电信运营商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最为重大的影响是加速
“三网融合"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破冰。尽管早在 2010 年左右，中国就开始启动了“三
网融合”的相关工作，但是受制于产业隔阂和配套法律法规不明确等因素，近年来发展进程缓慢。中
国广电作为“三网融合”的推进主体，此次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标志着中国“三网融合”
战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次，中国广电的加入或将推动电信行业的改革与创新。一方面，中国广电
的加入很可能成为加速电信行业体制的改革，未来电信行业的改革将不仅限于增加市场主体以促进竞
争，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电信行业内部以及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增加电信行业的活力。在
业务层面，类似于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视、有线电视宽带服务等融合性业务将得到进一
步地创新发展；在技术层面，三网融合类信息技术产品，比如适应三网融合业务要求的互动电视平
台、有线双向网、智能化家庭设备等应用产品将得到重点研发，推动电信和广电融合创新技术的开发
和产业化。
对于中国广电来说，目前最紧要的措施并不是如何超越电信运营商，而是如何融合现有的电视网络以
创造盈利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广电可向其美国的同行 Comcast 学习，可能的关键战略包括产品
创新，与电信运营商的战略合作，对家用市场的强力控制，以及对于媒体内容和新科技（比如音乐，
虚拟现实等）的扩张性并购。同时，广电还需要加强对地方广电体系进行整合，尽管与地方运营商的
合作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企业大多都不以市场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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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和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积极推进，医疗服务形势乐观
2015 年 1-4 月

2016 年 1-4 月

同比增长（%）

总诊疗人次 (亿人次)

24.7

25.4

3.0%

总诊疗人次：基层医疗机构 (亿人次)

14.3

14.3

-0.6%

1.0
277.9

1.2
289.4

20.7%
4.1%

183.3

187.6

2.3%

2015 年 1-5 月

2016 年 1-5 月

同比增长（%）

9,455.0

10,400.0

10.3%

939.1

1,079.7

15.2%

57.0
76.5

55.5
80.3

-2.5%
5.0%

医疗服务

总诊疗人次：民营医院 (亿人次)
均次门诊费用：三级医院(RMB)*
均次门诊费用：二级医院(RMB)*
*当月值

医药
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 (亿元)
药品出口额 (亿美元)
药品进口额 (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海关总署



6 月 24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推
动政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医疗数据互联融合、开放共享，加快建设和完善以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核心的基础数据库。这一从国家层面建设医疗数据平台的举
措对互联网医疗行业有重大意义。如果能够实现电子处方共享，或将推动网售处方药加速解禁，
给医药电商带来巨大红利。



爱康国宾私有化吸引了众多资本参与。6 月，马云系的云锋基金和中国人寿先后入局爱康国宾私有
化进程，其中，中国人寿以略高于 20 美元/ADS 的报价与云峰基金展开竞购。云峰基金若成功整
合爱康国宾资源，能更好推动其持股的阿里健康在医疗领域进步；而对于中国人寿来说，收购爱
康国宾有助于其构建突破传统商业保险的 “大健康”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医
疗健康领域的热度也十分高涨。5 月 19 日，平安好医生宣布获得 5 亿美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在
线医疗领域最大单笔融资额。此外，今年上半年，碳云智能科技、健客网、咕咚网等也获得资本
青睐。可见，作为消费级大市场的健康管理和医药类企业已成为市场投资的一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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