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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放缓】
11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445823 亿元，同比增长 6.1%；比 2019 年 1-10
月份增长 7.8%，两年平均增长 3.8%。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254462 亿元，同比增长 8.5%。从环比看，10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 0.1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646 亿元，同比增长 11.1%；第
二产业投资 135173 亿元，增长 11.3%；第三产业投资 299004 亿
元，增长 3.7%。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1.4%。其中，
采矿业投资增长 5.0%，制造业投资增长 14.2%，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0.4%。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
（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1.0%。其
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3.4%，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0.8%，
道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0.2%， 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3.5%。分地区
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 7.1%，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12.0%，西
部地区投资增长 4.5%，东北地区投资增长 6.8%。分登记注册类型
看，内资企业投资同比增长 5.9%，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长 15.7%，
外商企业投资增长 1.9%。
10 月投资数据显示的如下信息值得注意：（1）1-9 月份的
投资增速为 7.3%，1-10 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放缓；（2）
1-9 月份，内资企业投资同比增长 7.1%，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长
14.6%，外商企业投资增长 6.6%。这意味着，1-10 月份，内外资
投资增速全面放缓，其中，外商企业投资增速更是大幅放缓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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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份国内消费恢复不理想】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40454 亿元，同比增长 4.9%；比 2019 年 10 月份增长 9.4%，
两年平均增速为 4.6%。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7057
亿元，增长 6.7%。扣除价格因素，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实际增长 1.9%。从环比看，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43%。
1-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8511 亿元，同比增长
14.9%，比 2019 年 1-10 月份增长 8.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
费品零售额 323128 亿元，同比增长 15.1%。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10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090 亿元，同比增长 4.8%；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 5364 亿元，增长 5.6%。1-10 月份，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 310978 亿元，同比增长 15.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7533
亿元，增长 14.4%。按消费类型分，10 月份，商品零售 35994 亿
元，同比增长 5.2%；餐饮收入 4460 亿元，增长 2.0%。1-10 月
份，商品零售 321300 亿元，同比增长 13.8%；餐饮收入 37211 亿
元，增长 25.7%。1-10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03765 亿元，同
比增长 17.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84979 亿元，增长
14.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7%；在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中，吃类、穿类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19.0%、14.1%和 14.3%。
整体来看，10 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为 4.9%，扣除价
格因素的实际增长只有 1.9%，虽然增速比 9 月份略有上扬，但整
体来看，国内消费在疫后的恢复仍然很不理想，对今年中国经济
的贡献可能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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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银行间市场房企融资环境有所放宽】
11 月以来，保利发展、招商蛇口等房企启动在银行间市场注

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引发市场关注。业内人士表示，地产融资
领域出现边际放松的迹象，并不意味着楼市调控大方向有所改变，
销售回款仍将是房企增加现金流、偿还到期债务的主要途径。据
上清所披露，招商蛇口拟发行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
额 30 亿元，3 年期和 5 年期各 15 亿元，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18 日。此前，保利发展发行了 20 亿元的银行间市场注册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11 月 16 日，据上清所披露，厦门象屿集团有
限公司发布 2021 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本期
超短期融资券基础发行金额 10 亿元，发行金额上限 20 亿元，
期限为 180 天，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 AAA。
克而瑞证券资产管理部固定收益副总经理指出，近期保利发
展、招商蛇口等房企发行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引发
市场关注，一定程度上说明银行端资金对房企债券的接受度增强。
在此之前，资金对房地产都持谨慎态度。目前，从监管机构的表
态看，开发贷和按揭回款都出现边际改善，实际情况还要看商业
银行各分行、支行对具体项目的执行情况。基本面欠佳的房企在
公开市场发债融资仍存较大的压力。针对房企未来融资情况，中
指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负责人刘水分析认为，经营稳健、综合
实力较强的国有房企、民营房企将加快发债融资步伐。融资类型
有望更加丰富，信贷类融资有望逐步适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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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反垄断局正式在北京成立】
11 月 18 日上午，国家反垄断局在北京三里河东路 8 号正

式挂牌成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介绍显示，反垄断
局的职能是，拟订反垄断制度措施和指南，组织实施反垄断执法
工作，承担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组织指导公平竞
争审查工作；承担反垄断执法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承办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日常工作。甘霖担任首任国家反垄断局局长。甘霖
目前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分管执法稽查局、竞争政策协
调司、反垄断执法一司、反垄断执法二司、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
正当竞争局。据了解，在 2018 年机构改革之前，反垄断执法工
作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领导下由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局三个机构行使反垄断职能，存在多头执法和执法
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专家多次呼吁建立国家反垄断局统一反垄
断体制。机构改革之后，国家反垄断统一执法工作由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承担。
5.

【机构称中国当前是全球资产净值最大经济体】
根据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最新报告，过去 20 年全球财富增

长了两倍， 而中国贡献了增量的三成，并超过美国成为资产净值
最大的经济体。麦肯锡为此对占据全球收入 60%以上的 10 个国
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调查。研究显示，全球净资产从 2000 年
的 156 万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514 万亿美元，增长了 358 亿
美元，增幅为 229%，其中中国占总增量的近三分之一（113 亿美
元），这使得中国的财富从 2000 年的 7 万亿美元飙升至 120 万
- 5 -

亿美元。而美国在房地产价格涨幅较为平淡的情况下，资产净值
在此期间翻了一倍多，达到 90 万亿美元。报告称，在中美这两
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财富由最富有的 10%的
家庭持有，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根据麦肯锡计算，全球
资产净值的 68%储存在房地产中。剩下的分配在基础设施、机械
和设备，以及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所谓的无形资产。金融资产没有
被麦肯锡计入全球财富计算中，因为这部分资产实际上会被负债
抵消，例如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公司债券代表了公司的负债。麦肯
锡表示，过去 20 年里，全球资产净值的急剧增长速度超过了全
球 GDP 的增长，一部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推动。研究发现，相
对于收入，资产价格较其长期平均水平几乎高出 50%。麦肯锡因
此警告称，如果资产价格出现崩溃，可能会抹去全球约三分之一
的财富。
6.

【国企资本动作频繁应对国企改革考核】
11 月 17 日晚间，多家与国资相关上市公司披露股权变动、调

整公告，其目的是根据战略发展需要进行资产结构调整，进一步
提速加力、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长春一东 11 月 17 日
晚间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东光集团拟以无偿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
公司全部 24%股份划转至东北工业集团。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仍为中国兵器。同日晚间，
长江电力公告，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将其持有的长江电力 2%
股份无偿划转至子公司长江实业公司。此项划转仍然是国资内部
的资产调整，公告显示，股权划转是因经营管理需要。上海国资
改革也有大手笔。11 月 15 日晚间，上海机场、上海电气、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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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华建集团四家上海本地国资均披露了有关股份无偿划转的
公告，划入方均为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投公司），
后者系上海市国资委 100%持股的子公司。无偿划转完成后，上述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此外，山东国
资在 A 股再下一城，拟将博深股份收入囊中。博深股份 11 月 17
日晚间公告，陈怀荣等拟转让所持 15.78%公司股份给铁投基金，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据悉，近期国资在资本
市场的活跃或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年检”将近有关。近期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对各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重点任务上半年完成情况的评估结果，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
企业改革三年行动重点任务考核方案。国资委强调，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大部分重点任务基本做到进度达标，当前工作重点是抓效
果达标，关键手段是抓考核评估。
7.

【北交所开市有利于资本“投早投小”】
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北交所于日前正式开市。首批上市企业

背后站着的资本力量不可小觑。据不完全统计，北交所首批 81 家
上市公司中，各种类型的创投机构累计现身 60 家公司的最新前
十大股东名单，参与率超七成。分类型来看，这其中有地方政府
引导基金，有明星创投机构，以及产业投资资金。尤其是地方政
府引导基金，成为这些企业上市的重要“推手”，也乘着北交所
的东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比如，具有武汉国资背景的武汉智慧
城市创业投资基金，武汉启迪东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投资了
微创光电、诺思兰德；安徽蚌埠市政府投资集团控股的“蚌埠中
城”则参与了佳先股份的 A 轮融资，还通过蚌埠市天使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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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安徽凤凰的股权融资；主营业务为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
同轴电缆组件、射频电缆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富士达，
公司最新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就出现了两大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吉
林省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创投、陕西省创投引导基金分别位列公司
第二大和第七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6.74%和 3.84%；除此以外，
广东省科技创投持有拾比佰 9.73%的股份；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
展基金持有国义招标 6.37%股份；有海南省财政背景的海南省文
化体育产业发展基金持有流金岁月 2.86%股份等等。北交所首批
上市公司还出现产业资本的身影。比如，汽车产业链公司建邦科
技曾获得北汽产投的融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首批北交所上市
公司背后浮现出云峰基金、百度、天星资本、金沙江创投、水木
创投、深创投、松禾资本、高特佳投资等创投机构的身影。业内
人士指出，北交所的设立，是对专精特新企业在直接融资渠道上
的一大政策支持，对创投机构而言，则是进一步拓宽创投项目的
退出通道，大大增强投资人对创业投资，尤其是“投早投小”的
信心。
8.

【大摩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 2023 年前不会加息】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认为，在 2023 年之前，美联储不太

可能加息。 这一观点与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戈尔曼（James
Gorman）的意见相左，戈尔曼上个月表达了对“目前资金有点过
于自由和可用”的担忧，并表示美联储应该在 2022 年第一季度
“开始行动”。摩根士丹利策略师 Andrew Sheets 在 11 月 14 日
发布的一份展望报告中表示，该行经济学家团队认为美联储将在
明年年中结束购债，但在 2023 年初之前不会将基准利率从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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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水平上调。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因为他们预计通胀将放缓、就
业市场的参与度将持续上升。大摩报告中显示：“美联储将在明
年年中结束资产购买，但在 2023 年初之前不会将基准利率从接
近零的水平上调。预计美国通胀将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将
持续上升。在消费支出和资本投资的带动下，预计全球最大经济
体明年将增长 4.6%。”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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