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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 10 月份财政收支情况不容乐观】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前 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81526 亿元，同比增长 14.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8.2%，

符合预期， 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前 10 月，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84665 亿元，同比增长 1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 96861 亿元，同比增长 14.1%。从财政支出看，前 10 月

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3961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 0.8%，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同比增长 2.7%。

前 10 月，全国税收收入 15.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非

税收入 25,018 亿元，同比增长 6.5%。路透计算数据显示，10 月

单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2.2%，为去年 5 月以来首现负值，其

中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分别下降 2.5%、7%和 5.8%。不过

当月非税收入同比大增 24.7%，上月为-20.5%。受疫情防控、缺

电限产等多因素影响，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速已经“破 5”，经济

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全国税收收入也受到冲击。此外，土地市场

降温导致国有土地出让权收入持续减少。财政部公布，1-10 月土

地出让收入累计 59,371 亿元，同比增长 6.1%；相关支出 55,841

亿元，同比增长 6%。路透计算得出，10 月单月国有土地出让权

收入 5737 亿元，同比下降 13.1%，为连续第四个月负增长，上月

为-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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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前 10 个月国企业绩持续保持增长】

财政部 11 月 24 日公布 2021 年 1-10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10 月，国有

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恢复， 营业总收入 603860 亿元，同比增长

22.1%，两年平均增长 9.7%。具体来看，1-10 月，中央企业

338515.6 亿元，同比增长 21.3%，两年平均增长 8.0%；地方国有

企业 265344.4 亿元，同比增长 23.0%，两年平均增长 12.1%。利

润方面，1-10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38250.4 亿元，同比增长

47.6%，两年平均增长 14.1%。其中中央企业 25326.5 亿元，同比

增长 44.0%，两年平均增长 14.2%；地方国有企业 12924.0 亿元，

同比增长 55.3%，两年平均增长 13.8%。应交税费方面，1-10 月，

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43837.4 亿元，同比增长 19.1%，其中中央企

业 30395.8 亿元，同比增长 16.1%，地方国有企业 13441.6 亿元，

同比增长 26.4%。资产负债率方面，10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率 64.3%，与上年持平，中央企业 67.0%，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

点，地方国有企业 62.7%，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

3. 【11 月份国内银行发行债券规模创纪录】

市场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11 月商业银行

债券计划发行规模已达 4286.93 亿元，单月发行量有望首次超过

4000 亿元，创新的历史纪录。资本补充债券方面，截至本月 23

日，11 月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债券(含二级资本债券和永续债)计划

发行量已达 23 只，较 10 月全月发行数量增加 16 只；面值总

额达 3111.93 亿元，较 10 月增加 291%，创自 2020 年 10 月以

来新高。一般金融债券方面，商业银行 11 月计划发行量也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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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总额为 1175 亿元，是 2021 年 5 月以来发行规模最大的一

个月。另外，截至 11 月 23 日，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共发行 50 只、

合计 3405 亿元小微金融债；共发行 15 只、合计 304.55 亿元绿

色金融债。两者合计占今年以来银行一般金融债券的 55.62%。业

内人士表示，规模快速扩张会加速银行核心资本消耗，如果内生

性利润无法覆盖资本消耗，就需通过各种渠道补充资本，近一两

年这种需求进一步放大。而金融监管趋严也是促使商业银行积极

补充资本的重要原因。比如，近期“四大行”纷纷发行资本补充

债券，或与其入选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关，此类银行需满足包

括附加资本在内的一系列附加监管要求。另外，业内人士指出，

近年来，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监管机构不断疏通银行资

本金补充渠道。监管部门的支持态度，比如鼓励银行通过永续债、

可转债等工具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银行发债补充资本的活

跃度。

4. 【央行将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11 月 23 日，中国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深化利率

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

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加强对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重点

领域的支持。他在国新办新闻吹风会上表示，下一阶段将持续地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制造

业、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邹澜并称，将加

大对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宏观审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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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考核激励作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单列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贷款规模，实施优惠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适当提高风险

容忍度，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据邹澜介绍，2020 年至今

年 10 月，银行累计对 14.4 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其

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 11.8 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

信用贷款 9.1 万亿元。从总量上来看，10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7%；从贷款利率来看，在 2020 年大幅

下降的基础上继续稳中有降，10 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为 4.94%，比 2020 年 12 月又下降 0.14 个百分点。

5. 【国家发改委称国内通胀水平仍可控】

国家发改委日前在官方微信称，近期，受强降雨和低温等不

利天气影响，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出现阶段性波动；因煤炭等能源

产品和大宗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传导等原因，部分地区、一些日用

消费品价格也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不过，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物价普遍“大涨”相比，我国物价水平总体处于可控范围。相关

专家表示，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运行，

不会出现物价全面上涨的“通胀”情况，完全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而且与国际通胀的愈演愈烈相比，我国才是全球物价水平的“压

舱石”与“稳定器”，展望未来，国际通胀压力仍将持续一段时

间，而我国物价总水平则将保持在合理区间。10 月份，我国 CPI 同

比上涨 1.5%，1-10 月份平均上涨 0.7%，保持平稳运行。受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影响，今年以来我国 PPI 涨幅扩大，与发达

经济体水平相当，但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刘志成表示，本轮国际通胀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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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结果，但根源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极度

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疫情防控失序等引发的供应链紊乱问题。

有专家表示，展望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的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基

本稳定。由于国际市场的因素，若干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势头可

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PPI 的上涨对消费领域价格的传导效应也

将逐步显现。但是从社会总供求的角度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继续保持稳定将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方面。

6. 【去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

《中国统计年鉴 2021》披露了 2020 年的婚姻登记情况。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 814.33 万

对，较 2019 年减少了 113 万对。这也是自 2013 年达到 1346.93

万对后，连续 7 年下降。2020 年 814.33 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

也创下了自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为 811.4 万对）以来，

近 17 年中结婚登记人数的新低。在离婚数据方面，2020 年共有

433.9 万对夫妇离婚，较 2019 年减少了 36.16 万对。离婚率则是

罕见回落，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降至 3.09%。与结婚登记数

量相对应的是人口出生情况有着同样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0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创下 1978

年来的新低。有分析认为，2020 年初的疫情暴发严重抑制人们的

生育计划，导致了年末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同期全国人口自然

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 1.45‰，同样创下 1978 年以来

的历史新低。2020 年相比 2019 年，全国人口净增 204 万人，

而前一年增量还高达 467 万，2018 年增加了 530 万人。随着人

口出生率的暴跌，国内专家发出预警，中国人口将会提前进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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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此前，外界认为中国将在 2027-2030 年进入负增长，但从

人口增长的趋势来看，人口出生率每年都在下降，如果明年没有

回升，人口负增长时代将提前来临。需要警惕的是，人口出生率

显著下降以及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变得极为

严峻！

7. 【康美案揭示出中国独董体制存在诸多缺陷】

在近期“康美案”宣判的新闻中，5 名独立董事虽未参与康

美药业日常经营管理，但在相关问题上挂名签字，法院认定 5 人

“未勤勉尽责、存在较大过失、且已签字，应承担责任”，判决 5

人各承担赔款 5%或 10%的连带比例，对应金额高达每人 1.23 亿

元或 2.46 亿元。自 11 月 12 日康美案宣判至 11 月 19 日中午

以来，据 wind 数据，A 股 4631 家上市公司共发布了 17 份独

立董事辞职公告。经济学家华生指出，我国引进独董制度至今已

二十余年，但过程中抛弃了许多真正能够起到权力制衡作用的精

髓，比如把独董需在董事会中占多数、独董选举独立的负责人、

定期举行内部会议、一年至少召开两次无上市公司核心高管参加

的经营层会议等。中国证监会高级经济师方重也指出，目前上市

公司独董机制面临几个困境：第一，独董不“独”，部分独董由

大股东或管理层通过私人方式选聘，不能独立地起到监督和建议

作用；第二，独董不“懂”，部分独董对公司的了解和影响力有

限，九成独董平均每年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时间甚至不足 20 天，

成了起不到实际作用的名誉职务；第三，我国 2020 年的平均独董

年薪仅 8.86 万元，几乎无法刺激独董工作积极性。有专家讨论

此问题时指出，独董薪资是个两难困境：若薪资过低不能激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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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而若薪资较高，由于是上市公司为其发薪，又可能使独董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影响独董独立性。在完善制度、

明确职责、建立合理的激励和问责机制、保障独立性和专业性方

面，我国独董体制还有很多可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此外，公司

也应尽力优化结构、强化治理，并可以考虑通过购买“董责险”

来弱化因董事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