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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务院部署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

李克强总理 11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

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会议指出，

四季度经济运行对全年经济十分重要，当前是巩固经济回稳向上

基础的关键时间点。要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较好结果。前期推出财政金融政策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有部分没落到位，要继续狠

抓落实。一是重要项目协调机制要继续高效运转，推动重大项目

加快资金支付和建设，带动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投资，年内形成

更多实物工作量。加强监管，打造质量安全工程。二是对设备更

新改造，要在已基本完成贷款签约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向专项

再贷款发放和财政贴息拨付，督促加快设备购置和改造。三是稳

定和扩大消费。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电商、快递网

络畅通。落实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推进

保交楼专项借款尽快全面落到项目，激励商业银行新发放保交楼

贷款。四是持续保障交通物流畅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进

出口通畅。五是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对民营企业发

债的支持力度，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六是做好困难群众、失业人员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2. 【中国经济要防止韧性被固化导致结构性损失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日前表示，当务之急

是尽快让经济增长回归到正常轨道。王一鸣表示，新冠疫情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率明显增加，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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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会带来一系列中长期影响，

首当其中的就是增长机制的结构性损伤，比如资产负债表严重受

损后，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企业决策更趋短期化，风险

偏好下降，家庭消费更趋谨慎。”其次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王一鸣表示，在固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的减少意味着生产

效率的下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效率应该是这个阶

段的核心目标。第三是防控风险的压力增大。他指出，如果经济

增速持续下行，但宏观杠杆率还在上升，这就会增大经济风险，

如果经济增速跑不赢债务增长，风险释放的压力会明显增大。王

一鸣表示，目前经济恢复势头仍比较弱，还没回到合理区间。明

年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主要经济体衰退的风险在上升，这会导致

外需疲弱，预计明年出口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会小于今年。王

一鸣还对明年的宏观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表示，明年财政政策应

保持适度宽松，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此外，应优化政府债务结

构，适当缩减专项债，调增一般债，增加地方支出的自主性，提

高财政效能。他指出，推动经济增长回归合理区间，除了宏观政

策外，更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改善预期和信

心。王一鸣表示，“如果明年疫情能够缓解，各项政策能够有效

发挥作用，信心得到改善，GDP 增速可能达到 5%以上，考虑到

今年低基数的因素，增速也许会更高。”。

3.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预期加重】

根据彭博社基于官方数据的计算，截至 9 月底，31 个省级

政府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从 2019 年的 83%跃升至 118%。省级政

府的未偿债券储备已接近财政部设定的 120%的警戒线。突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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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限可能意味着，一些地区在借贷方面将面临更多监管障碍，

从而阻碍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此外，未来 5 年，地方政府

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到期压力，因价值近 15 万亿元的债券将到期，

超过地方政府未偿债务的 40%。虽然省级政府的违约风险很小，

但它们在偿还债务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而造成金融紧缩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土地销售的暴跌。此

外，政府还向企业发放了数万亿元的税收优惠，以帮助它们应对

过去几年的经济放缓。国盛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在 11 月的

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公开借款的增长速度高于当地的财政资

源，这意味着当地的债务压力将继续上升。这将对未来财政政策

的空间以及财政健康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其中，各省债务池

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专项债券，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4. 【今年前 10 个月国内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9768.2 亿元，同比下降 3.0%。具体来看，

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2648.9 亿元，同比增长 1.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0877.4

亿元，下降 2.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617.2

亿元，下降 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641.2 亿元，下降

8.1%。分行业来看，1-10 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43.0 亿

元，同比增长 60.4%；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51739.3 亿元，下降

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4085.9

亿元，增长 15.5%。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发生营业成本 94.8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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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8.9%；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24%，同比下降 0.68 个百分点。

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5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负债合计 87.57 万亿元，增长 9.4%；所有者权益合计 66.58

万亿元，增长 8.5%；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上升 0.2 个百

分点。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84 元，同比增加 1.07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7.91

元，同比减少 0.50 元。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

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0.5 元，同比减少 1.8 元。从工业企业经营

情况来看，尽管营收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较前 9 个月下滑，而

利润同比下滑的情况表明工业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除国企外，

股份制企业、民企、外资企业普遍出现利润负增长的情况，反映

出普遍的市场压力。

5. 【国内债市动荡带来多只固收产品遭遇“巨额赎回”】

受到国内债券市场冲击影响，一度有超 2000 只银行理财产

品净值跌破“面值”，引发市场关注。因收益率的波动，也引发

了一些投资者用脚投票，也有一些银行理财产品遭遇“巨额赎回”。

11 月 22 日，徽银理财就发布了多只产品发生巨额赎回的公告。

这些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有“安盈”日开 1 号净值型理财产品、

“安盈”固定收益类最低持有 7 天净值型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基

本为 R2 中低风险的固收类理财。徽银理财同时还发布了有些产

品调整后产品要素的信息，对于赎回门槛进行了限制。而上周不

少银行理财产品也遭遇了赎回。如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 R2 级产

品无法赎回，而主要原因为“由于赎回客户太多，已触碰巨额赎

回上限。”不仅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巨额赎回，在这轮债市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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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部分债券基金遭遇大额赎回，对外发布提高份额净值精

度的公告，以期保护持有人利益。11 月 23 日，华安基金公告，

旗下一只基金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发生大额赎回。据东方财

富 Choice 数据统计，截至 11 月 24 日，11 月以来共有 15 只

债券基金发布提高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是今年以来最多的一个

月份，今年 1 月、3 月、4 月、6 月、7 月、8 月、10 月单月提

高份额净值精度的基金数量也达到或超过 10 只。此次固定收益

类产品遭遇赎回，更多是债市调整导致净值出现波动，从而引发

持有人赎回导致。而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固收类产品出现流动性

风险较低，投资者要理性应对。不少人士认为，经过近几日剧烈

调整，债市悲观情绪释放已较为充分，多数资产已进入较好的配

置区间。

6. 【全球通胀的内在因素在于供给端约束】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日前在中国首席经济

学家论坛年会上发表了题目为《世界经济衰退是因，通胀是果》

的演讲。盛松成指出，供给约束是本轮全球通胀的主要因素，不

仅是美国，欧洲多国也都一样。纵观最近两百年的全球通胀，主

要是经济体系内部引起的。然而，与历史上不同，本轮通胀主要

不是来自经济体系内部，主要是外部冲击引起的。首先是疫情，

其次是俄乌冲突，因此也是由于非经济因素引起的。需要重视的

是，本轮通胀的约束主要在供给端。新冠疫情以后，美国等国通

过货币宽松和各项救助计划引起了需求扩张。但供应是有瓶颈的，

由于疫情和俄乌冲突，全球供应没有办法提升。需求增加了，供

给没有增加，最后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现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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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此。盛松成表示，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对通胀当然有效，不

可能没效果，但效果是不及预期的，而且加息的副作用已经逐渐

显现：经济在逐渐走弱。更为关键的是，美联储加息虽然有助于

稳定通胀预期，但难以缓解供给约束。此外，历史经验表明，通

货膨胀往往出现在经济繁荣的顶点。经济繁荣了，物价才会上涨。

但这次不同，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是经济衰退的结果，所

以这一次是衰退是因，通胀是果，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7. 【全球经济衰退和高估值导致今年出现“C 轮荒”】

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之一本·伯南克，在 1983 年发

表过的一篇论文《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周期性投资》中写道：

“经济衰退期中的投资者，在对国家经济和投资者自身财富的长

期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之前，通常会谨慎地探测，避免做出承诺。”

一位在 VC 行业工作多年的人说：“今年基本没有人愿意投 C 轮

了。”现下退出渠道不明朗，已经很少有投资人再往中后期砸钱，

甚至 LP 也会间接施压，对于中后期项目有反弹情绪，因此导致

了“C 轮荒”。CVSource 投中数据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以来一

级市场全行业 C 轮及 C 轮以后融资数量几近断崖式下降，尤其

是自下半年以来更是近几年的最低潮。除了经济衰退，行业估值

太高也是导致投资人观望态度的原因之一。以半导体公司为例，

近两三年人力等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一投芯片公司的投资人表示，

整个行业成本太贵，目前大陆的技术骨干薪资水平是台湾省的

2-3 倍，这意味着创业公司要做大芯片，必须有 20 亿元以上的融

资能力，如果只有几个亿就很吃力。此外，一、二级市场估值倒

挂，缺少有效的退出渠道，以至于很多公司今年很难融到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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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做小芯片的估值能到 30 亿人民币，做大芯片的甚至达到 100

亿人民币，但有些公司一年亏几千万或上亿，距离 A 股上市有很

大差距，就算上了市，A 股给的估值也不会特别高。“上了二级

市场以后，大家更看重通过真正商业价值带来的收入和利润，所

以有些独角兽的泡沫就会破裂。”。

8. 【未来十年大宗商品贸易可能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

全球经济格局、工业生产乃至人口增长等都影响到大宗商品

贸易的发展。据预测，2031 年铁矿石的海上贸易量为 14.35 亿吨，

年均增长率为-0.9%，相对 2021 年前 10 年-0.7%的年均增长率，

降幅扩大。煤炭方面，预测 2031 年的海运量为 10 亿吨，比 2021

年减少 18%。其中，主要作为火力发电使用的动力煤，在各国致

力于脱碳的情况下，全球海运贸易量将减少 26%。中国因素影响

巨大，预计占世界贸易量 7 成的中国铁矿石进口将减少 10%。

背景在于，中国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房地产

行业下行，将导致钢铁需求减少，国内废钢供应和使用增加，都

降低了铁矿进口的必要性，煤炭进口更将减少 6 成以上。预测认

为，以人口增长为背景，全球谷物海运量有望增加。其中大豆的

2031 年运输量将达 2 亿 1800 万吨，比 2021 年增加 36%，远

超小麦（增 2%）和玉米等粗粒谷物（增 7%）的增幅。到 2031 年，

主要货物之外的货运量也有望增加，如有色金属（增 45%）、大

米等农产品（增 35%）、林产品和生物质（增 18%）等品类。预

测强调，不易受短期经济波动影响的货物很多，随着全球经济长

期增长，大宗海运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