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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欧美疫情大幅反弹，经济复苏进程面临不确定性
      截至2020年10月31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6344178例，死亡病例1199341例，111个国家确
诊病例超过万例。其中，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9.7万例，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1.8万例，俄罗斯单
日新增新冠病例超1.8万例；尽管全球贸易已从疫情引发的深度衰退中出现反弹迹象，但欧美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在10月底出现了快速回升迹象，欧洲主要国家均宣布要加强防控力度，采取新一轮的封锁措施，全球
复苏进程仍可能被持续的疫情效应所破坏。

l  国内疫情出现多点局部暴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截至2020年10月31日，我国新冠疫情现存确诊病例359例，山东青岛、新疆喀什等地区疫情出现多点
局部暴发，需警惕国内疫情局部“回弹”；10月国内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生产稳中有升，需求企稳回
暖，就业继续改善，物价总体平稳，市场预期向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l   宏观政策方面，立足长远的结构调控的重要性逐步强化
国内疫情控制的良好态势助推了经济复苏的延续，短期内政策维稳的迫切性明显降低，立足长远的结

构调控的重要性则逐步强化，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刺激的力度都有所收缩，调控的重心更加强调结构性。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相继落地，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及推进原则日趋明朗，基于对外部困难挑战的
清晰认识，以创新驱动发展实体经济、完善经济内循环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将是未来的目标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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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9月30日晚，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一周年。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外人士欢聚一堂，
共庆共和国华诞。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
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感谢。

l  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
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l 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

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
者，向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来宾，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
设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单日新增确诊超50万

l 截至北京时间11月1日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6344178例，累计死亡病例1199341例，111个国家确诊病
例超过万例。与前一日相比，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08950例，新增死亡病例7150例。

l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9.7万例，累计超939万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目前美国有10%左
右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有将近23万人死亡；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1.8万例，累计超553万例；俄罗斯单日新增新冠病例超
1.8万例，连续两天刷新纪录。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中央流行病学研究院临床分析研究副主任娜塔莉亚·普舍
尼奇娜娅表示，该国可能在单日新增病例达到2万例的峰值后，疫情开始进入稳定期；法国新增逾3.5万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超136万例。法兰西岛大区医疗系统全部重症床位中，80.4%用于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全球制造业延续复苏趋势 复苏进程有可能被持续的疫情效应破坏

l 2020年10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4.5%，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保持在50%以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制造
业PMI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指数均保持在50%以上。

l 指数变化显示，全球制造业延续复苏趋势，且复苏速度较上月有所加快。在西方，美国ISM制造业PMI10月份以稳健步伐增长，
为连续第六个月增长，新订单指数跳升至近17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消费转向了汽车等商品；欧洲制
造业PMI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至53.4%，连续4个月稳定在51%以上。作为领头羊的德国制造业PMI升至58%以上的较高水
平，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制造业PMI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英国制造业PMI虽有回调，但仍保持在53%以上。

l 尽管全球贸易已从疫情引发的深度衰退中出现反弹迹象，但欧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10月底出现了快速回升迹象，欧洲主要国
家均宣布要加强防控力度，采取新一轮的封锁措施，全球复苏进程仍可能被持续的疫情效应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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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截至10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359例（其中重症病例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100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997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6140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4247人。

l 10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新冠疫情全国呈现出多点局部暴发的态势是预料之中的
事。近期疫情的出现，进一步表明国内的沿海沿边城市、人流密集的地区、特殊区位的地区等地都是容易局部暴
发的预判是对的，而新疆喀什等多地发生的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可能有新的还未掌握的病毒传播途径。

数据来源：丁香园

□新冠疫情全国呈现出多点局部暴发的态势



□工业生产增速维持高位   制造业供需关系改善

展望：步入11月份，钢铁、水泥等诸多工业品价格延续上涨态势，
主要行业开工率创近年来新高，随着工业和服务生产持续加快，消
费需求逐渐恢复，预计未来至少两个季度，经济增速将继续加快，
工业景气状态都会维持，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PMI均有望保持在
扩张区间。

l    工业生产增速维持高位。
       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持平于上月的6.9%，连续三个
月高于去年同期值。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涨幅扩大0.6个百分点。9、10月工业生产连续实现
6.9%的高增速，从趋势上来看，一是10月份基数相较9月份
偏低，二是10月份PMI生产项略有回落，二者共同显示10月
份工业生产相较9月份而言是边际回落的。
       10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4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
长。中游行业景气度继续提升，下游部分行业小幅回落，但
仍处于高位。上游原材料与装备制造业是供给端维持强劲主
因：在扶持政策显效、下游需求回暖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共
振影响下，中游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快于工
业3.9个百分点，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生产增速较上月
也明显加快，两者是工业生产维持强劲的主因。
l    制造业：供需关系改善，外需持续回暖。
       10月制造业PMI为51.4%，较上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
连续八个月高于荣枯线。供需关系改善，生产指数较上月微
落0.1个百分点。外需持续回暖，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高于荣枯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PMI）为56.2，连续8个月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复苏步
伐有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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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利润：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1-10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124.2亿元，同比增长0.7%，1-9月份为
下降2.4%，年内首次由负转正。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8.2%，增速高于9月18.1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
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9月增幅明显，主要原因：一是基数效应支
持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单月走高；二是国内需求恢复状况良好，在疫
情防控、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部分工业品海外需求也维持强韧；
三是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常态化发展，各产业链产能恢复状态良
好，生产端对工业企业盈利修复稳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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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企业均有改善，股份制、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由负转正。1-10月，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942.6亿元，同比下降7.5%；股份制企业紧随
其后，实现利润总额35417.4亿元，累计增速回升至0.4%，实现由负转正；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095.5亿元，增长3.5%；私营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14830.8亿元，增长1.1%，实现由负转正。
各细分产业盈利能力均有改善。1-10月各行业利润增速涨多跌少，41个工
业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利润实现正增长。分上中下游看：下游利润多数改
善；中游涨多跌少，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
比增速均超12%，先进制造业仍是工业企业利润改善的主要动力；上游利润
增速普遍上行。

展望：从短期看，工业利润仍有望保持持续复苏势头，但受去年底工业品及油价高基数的影响，11月至12月工业企业利润仍有下行压力，价格因素
是四季度制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从中长期看，疫情之下，内外部需求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制造业投资仍在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改善
仍面临不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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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修复速度继续加快 餐饮收入增速首次转正

展望：随着经济逐渐企稳，海外纺服订单回流，电商直播带
货火爆，10月份增速继续回升；目前多个主流电商双十一数
据创历史新高，预计11月受双11影响，社零增速会更上一台
阶。但受国外疫情冲击严重且国内宏观对冲政策较为克制，
居民收入整体改善力度有限，叠加房地产销售维持高位对消
费的挤占效应犹存，消费回升高度仍不宜过度高估，预计全
年增速仍难以转正。

社零增速持续提升。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576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比9月提高了1个
百分点。
疫情的有效控制使生产生活日趋正常化，消费抑制和
物流受阻情况得到大幅度改善；稳就业稳增长等相关
政策落实到位，消费意愿已有所回升，消费潜力逐步
释放出来；各地持续推出促进汽车消费、促进服务消
费的政策，对于相关的行业、相关的消费带动作用增
强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呈现稳步回升势头的主要原
因。
受益消费环境改善居民外出活动增多，餐饮收入增速
首次转正。10月份国内餐饮收入增速由负转正，增
长0.8％，较9月提高3.7个百分点，改善幅度高于全
部社零2.7个百分点。在社零总额中，餐饮收入的比
重约10％左右，年内受疫情因素影响，其波动幅度
加大，成为影响社零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促消费政策显效叠加中秋国庆双节效应影响，
汽车和多数日常消费品实现双位数增长，推动商品零
售连续4个月正增长，也为消费回升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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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投资持续回升势头不变

展望：未来两个月，受企业盈利和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修复及货币政
策“精准导向”下，制造业投资降幅将继续收窄，但海外疫情二次
爆发导致需求恢复的不确定使改善空间有限；随着年底前财政支出
进度的加快，基建项目落地和施工将明显加速，年内基建投资或将
继续延续回升态；年内货币环境和“三稳”政策依然有利于房地产
市场发展及近期楼市持续升温对房地产投资增速形成重要支撑，是
土地购置面积增速趋缓、但宽松政策将继续边际趋紧，房地产资金
来源增速将继续稳中趋缓等原因或将对房地产投资增速形成制约。

投资继续回升。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8%，
较9月提高1.0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正增长，投资继续回升。
制造业投资稳步修复。1-10月制造业投资同比-5.3%，比1-9
月改善1.2个百分点。近期制造业投资走强的主要原因：受减
税降费、大宗商品价格同比降幅达到两位数驱动，加之近期
出口走势强劲，企业投资信心有所恢复，国内外需求共振恢
复带动制造业投资动能继续改善；政策面持续加大对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央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也为企业扩大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来源。
房地产投资显著修复。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6.3%，比
1-9月改善0.7个百分点，累计增速实现5个月连续正增长，单
月增速已经8个月正增长，超越往年正常水平。本月增速加快
与上年基数下行有关，同时7月以来房地产调控明显升温，受
房贷利率下调、积压需求释放，以及房企融资受限后启动
“少拿地、多卖房”模式等因素推动，房地产市场持续高位
运行，10月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均处于近三年
以来高点附近。
基建投资重回上行通道。10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分别同比增长7.3%和4.4%。去年同期
基数较低与财政支出节奏有所加快是基建投资重回上行通道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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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出口增速上行  进口增速回落 

展望：出口有望持续增长，进口有望上行。出口方面，全球疫
情反弹导致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但疫情反弹带来的冲击小于第
一波，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仍存在较大刚性，对我国出口基本
面提供支撑；传统产品出口已出现接力防疫物资成为主导出口
增长的趋势，出口上行趋势显著。进口方面，拜登的当选可能
使中美经贸关系有所缓和，加之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增长、自身
外贸发展的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我国进口有望上行。

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4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
中，出口23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进口1787.4
亿美元，同比增长4.7%；贸易顺差584.4亿美元。
出口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已连续7个月正增长。本月出口
维持较高增速水平主要受以下原因影响：一是外需持续改
善。10月欧美日PMI指数均保持上涨，发达国家经济恢
复是我国出口的基本面，贸易持续维持顺差态势。二是去
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基数偏低助力出口进一步回升。三
是疫情卷土重来使得防疫物资保持景气。10月医疗器械
出口增速基本持平9月，连续三个月增速维持在30％以上。
四是疫情角度的供给替代逻辑加强。疫情对新兴国家产业
链和供应链的冲击较大的同时，发达经济体中欧受新一波
疫情影响，生产力受到拖累，整体利好出口替代下我国出
口份额的提升。
进口修复或延续，但增速有所回落。10月进口增速虽然
较9月出现大幅回落，但仍然连续2个月正增长。原油、
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相关产品进口下降；人民币
兑美元持续升值的趋势减弱，进口增速不及预期；9月工
业企业恢复景气度较高，企业集中采购补库存带来较高增
速，而10月国内需求趋于缓和，导致增速下降。以上是
10月进口增速有所下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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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CPI同比骤降

展望：CPI通胀下行态势将持续。CPI回落符合市场预期但降幅超
出市场预期，主要是肉类价格对CPI从贡献转为拖累。考虑到猪
价随着供给持续回升也将导致价格继续走弱，预计CPI同比涨幅
有望延续回落；此外，在国内疫情防控进度良好的背景下，市场
供需总体回暖，结合影响交通和通信等需求的短期修复等因素，
CPI数据结构有望稳步优化。

CPI加速下行。10月CPI同比上涨0.5%，前值为
1.7%，上年同期为3.8%，环比下降0.3%。猪肉
价格走低和高基数驱动是CPI同比涨幅大幅收窄
的主要原因。
食品项涨幅收窄。10月食品分项同比涨幅由前
值7.9%下降至2.2%，拉动CPI同比增速约0.5个
百分点。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7.0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此外，去
年10月受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价格曾出现大幅
跳涨，上年高基数带动10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
骤降28.3个百分点至-2.8%，这也是20个月以来
猪肉价格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牛肉和羊肉价格
同比涨幅分别下降2.0和1.8个百分点。
非食品项与上月持平。10月非食品项同比涨幅
继续维持在0.0%，稍弱于历史均值（0.2%），
分项数据5涨2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
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2.3%和2.6%； 随着
文娱消费逐步恢复，以及新学期开学，10月教
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1.1%，较上月略有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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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PPI符合市场预期  增速与上月持平 

展望：PPI由降转升尚需时日。拜登胜选、新冠疫苗取得积
极进展等事件带动风险偏好回升，对油价起到拉升作用。
但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升温，对油价起到拉升作用的国际
市场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将约束油价上涨速率，是PPI无法摆
脱负区间的关键因素。预计未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
上一下”， 未来PPI同比将继续在-2.0%左右小幅波动，而
且这一状况有望持续到年底。

PPI符合市场预期。10月PPI环比持平，逊于上月的环
比回升0.1%，延续8月以来环比上涨动能边际弱化的
趋势；同比回落2.1%，表现符合市场预期。从行业分
项角度来看，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12个，
比上月的数量减少3个。
生产资料方面，同比下降2.7%，降幅收窄0.1个百分
点。10月主要大宗商品和工业品价格涨跌不一，整体
涨势趋弱。受欧美疫情影响，10月国际原油价格震荡
下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降幅扩大4.2个百分点至
30.4%，并影响原油直接相关行业PPI下行，10月PPI
同比增速下滑主要受石油相关行业产品价格增速下滑
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气温逐渐下降，其供暖需求逐渐
增加，受此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价格分别环比上涨2.1%和0.4%，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价格环比增速由负转正。
生活资料方面，10月下降0.5%，降幅扩大0.4个百分
点。食品类PPI在猪肉等农畜产品价格回落背景下环比
转跌；非食品类PPI中10月衣着、一般日用品PPI环比
继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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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向好带动财政收入持续改善

展望：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会逐步收窄。第四季度，经济恢复性
增长基础将进一步巩固，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进出口等主
要经济指标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将带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进口环节税收等主体税种增幅继续回升，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会
逐步收窄。财政支出今年仍存在发力空间，近期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今年试验实施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望常态化，聚焦
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等重点领域，这样更有助于经济社
会的发展，预计财政支出将进一步优化管理，保障重点，倾斜
民生。

l 财政收入降幅收窄。1-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累计158533亿元，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7531亿元，同比增加505亿元，上升
2.97%。公共财政的修复主要受益于税收收入
的增长，税收收入受益于经济回暖持续修复。
随着多项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实，企业生产经
营加快恢复，主体税种增幅回升，10月税收收
入增速较前月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11.2%；1-
10月，全国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0.3%，主要受
去年同期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基
数较高影响。

l 财政支出速度显著加快。10月财政支出同比增
长19%，增速跳升20.1个百分点，创下2019年
以来单月增速新高，增速加快主要是由地方财
政的支出增速大幅回升所带动。从财政支出的
结构来看，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
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其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27396亿元，同比增长9.3%。卫生
健康支出15217 亿元，同比增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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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社融继续回升 信贷结构优化

Ø 社融继续高增
10月份新增社会融资1.42万亿，同比多增5493亿元，存量同比增长
13.7%，维持较高增速。1-10月社融累计增13.7%，较9月回升0.2个百
分点，主要来自政府债券和新增信贷，分别同比多增3060亿和1193亿，
而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同比回落251亿和36亿，反映房地产政策收紧
和从严非标融资的影响。
Ø 融资走势平稳
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898亿元，环比季节性回落1.21万亿元，在较
去年减少两个工作日的情况下，同比仍多增285亿元，整体走势较平稳。
信贷结构继续改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同比回落分别为1348亿元和
8870亿元，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2369亿元，反映实体融资需求热度不
减，银行不得不通过压降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来满足实体中长期融资需
求。
Ø M2-M1剪刀差收窄
10月实体流动性整体宽松。M1同比增长9.1%，较上月增加1个百分点，
主要受益于企业短期流动性持续改善；M2同比增长10.5%，低于市场
预期，前值10.9%，主要由于10月份是缴税大月，财政存款大幅新增
9050亿元，但同比仍多增3499亿元，反映财政投放有一定程度的积压。
M1同比继续上升，M1与M2剪刀差收窄，反映企业现金流改善和货币
活性程度提升。但考虑到后续地产增速高位难继，M1同比上行空间可
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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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 外储规模环比转降 

Ø 外储规模小幅下降
10月外汇储备较上月减少146亿美元至31280亿美元。受汇率、价
格等非交易因素变动引起的估值效应，使外汇储备减少约46亿美元；
银行结售汇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约100亿美元；央行为满足
用汇需求和市场干预使外汇储备减少200亿美元左右。
Ø 汇率波动值得关注
10月央行推出两项调控举措，释放平抑汇率快速升值的信号和稳定
外汇市场情绪的调控意图，但汇率表现依旧强劲，10月美元兑人民
币中间价收于6.7232，较9月的6.8101继续下行1.28%，汇率波动
的影响依旧值得关注。
展望：我国经济稳中求进，未来将继续充分发挥增长潜力，国务院
九大举措稳住外贸基本盘，促进外贸创新，外贸形势继续向好，但
预期差减弱，整体追求稳中提质。价格因素方面，海外债市表现分
化，低利率环境可能延续，预计收益率仍受到上行压力，继续区间
震荡。预计我国外储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近期拜登当选总统，市
场预期未来中美贸易前景或将有所改善，从而带动人民币汇率升值。
中长期看，中国实体经济的相对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均为人民币真实
汇率提供较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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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稳健取向不变，重心边际转向严监管和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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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通胀的影响，3 月份 CPI 与PPI 均超预期下行，预计后期仍有下降可能，
考虑通胀的影响，3 月份 CPI 与PPI 均超预期下行，预计后期仍有下降可为货

币政策提供空间。

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总体来
看，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
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和
有效性，成效显著，传导效
率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力度稳固。今年以来
已推出涉及9万亿元货币资
金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前
10个月金融部门向实体经
济让利约1.25万亿元。

近期货币政策导向及分析

Ø 11月6日，央行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
导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节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一
方面，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需要长
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此外，还要避免出现“政策
悬崖”，防止政策突然中断带来的意外冲击。

Ø 信用扩张增速大概率逐步下行，结构导向更为突出。总量而言，信用
扩张增速与潜在名义GDP相匹配，指向信用扩张增速大概率见顶回落。
结构而言，政策意图“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资金流向符合小
微、民营、“三农、制造业等高质量发展方向的实体领域。

展望：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的同时，政策重心
边际转向严监管和防风
险

Ø 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稳增长的诉求有所弱化，更加侧重对于风
险的防范和中长期目标。海外方面，政策关注部分国家债务攀升对财政
可持续性的制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海外资本市场的
估值风险；国内方面，政策对于稳定宏观杠杆率的诉求提升，且前瞻性
的重视疫情冲击可能带来的银行不良率上升等金融风险。报告延续十四
五规划建议的基调，货币政策的中长期目标为“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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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提供空间。

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
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其
中，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
新增减税降费13659亿元。

截至10月底，今年累计发行地
方债61218亿元。其中，新增
债券44945亿元，再融资债券
16273亿元。新增债券中，专
项债券发行35466亿元，完成
全年计划37500亿元的94.6%，
完成已下达额度35500亿元的
99.9%。

近期财政政策导向及分析

Ø 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三大亮点：一是减税降费强度高、规模大、涉
及面广，所有市场主体全覆盖，涉及到生产消费各个领域；二是减税
降费的多环节，不光给市场主体减税，同时也给个人减税；三是财政
政策穿透力强，落地及时到位。

Ø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加有效地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扩大内需
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

展望：更加有效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

Ø 下一步，要围绕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有效
性，继续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更好的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继续实施更加
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房地产政策：中央强化房地产市场管控，“房住不炒“定位不变

4月
3日

，
为

央
行

对
中

小
银

行
定

向
下

调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1个

百
分

点
，

此
次

定
向

降
准

将
共

计
释

放
长

期
资

金
约

4000亿
元

。

考虑通胀的影响，3 月份 CPI 与PPI 均超预期下行，预计后期仍有下降可能，
考虑通胀的影响，3 月份 CPI 与PPI 均超预期下行，预计后期仍有下降可为货

币政策提供空间。

10月23日，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指
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不断完善住房市场体系
和住房保障体系，居民住房条件
显著改善。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第十九届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因城施策”。

近期房地产政策导向及分析

Ø 全国房地产调控在2020年10月单月累计次数为22次，合计年内数据1-10月全
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高达425次。

Ø 10月份，房地产政策环境由紧趋稳。中央层面，10月26日至29日，中共第十九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
坚持租购并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促进住
房消费健康发展等重要论述。

Ø 地方层面，10月份地方调控明显缩量，调控整体仍维持“紧多松少”的特点。
从调控内容来看，城市加入“限购限售潮”步伐放缓，10月仅有徐州市出台了
相关政策，调控收紧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监管上，宽松性政策仍聚焦在人才
引进和放宽落户上。

展望：“房住不炒”定
位不变，更加强调均衡
发展

Ø 未来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核心是在坚持“房住不炒”底线思维的同时，处
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地产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降低房地产的投
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并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促进住房消费
健康发展，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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