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8.8%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9月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112568亿元，同比增长8.8%，比2019年1至9

月增长14.9%，两年平均增长7.2%。其中，住宅投资84906亿

元，增长10.9%。

业内专家表示，在销售持续回落等因素影响下，房企资

金压力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年内首次降至个位数。短

期来看，随着部分重点城市第二批次土地集中出让的完成，

全国房屋新开工和投资情况有望出现好转。

房企压缩支出

“9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延续了此前的下行态势。 ”红塔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近几个月来， 房地产投资最大

的特点是房企不断加快项目竣工，回笼资金。同时，减少开发和

投资，压降资金支出，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9月房屋新开工面积15294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5%。 房屋竣工面积5101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3.4%。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示，新开工

面积增速下行对开发投资额增速起到向下拉动作用。

“近几个月来，房企竣工面积两年复合增速首次回落到负

增长区间。”李奇霖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

销售持续回落，房企资金压力不断加大。 ”

资金面有望改善

专家预期，房企资金面有望改善，四季度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将保持平稳。

10月15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第三季度金融

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部分金融机构对于“三线四

档” 融资管理规则存在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

企业资金链紧绷。 针对这些情况，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已指

导主要银行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保持房地产信贷平稳有序投放， 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针对房贷问题，邹澜还指出，房价回稳后，个别房价过

快上涨城市房贷供需关系也将回归正常。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在稳预期、稳房价、稳地价的前提

下，房企资金边际改善的预期逐步增强，预计四季度房地产

行业资金压力将有所缓解。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分析师毛大鹏表示，后期银行将更

加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房企信贷政策， 有利于部分红档企业获得

相应的信贷支持。 总体看，四季度房企资金压力或有所缓解。

投行业务严监管 七家券商收罚单

●本报记者 赵中昊

近日证监会网站公布了12条投行业务

违规处罚信息，严监管意味浓厚。其中，行政

监管类9条，自律监管类3条，涉及7家券商

19名保代或财务顾问。 此前，证监会在8月6

日一次性公布12条投行处罚信息。

此外， 今年来共有近40家券商的116个

IPO项目因主动撤回而终止审核。分板块看，

撤单项目最多的是创业板， 涉及70家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今年不断压实发行人和

中介机构责任的监管要求有关。 分析人士预

计，未来针对证券公司投行业务的监管将进

一步加强。 随着IPO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常

态化，监管审核对发行人财务、内控规范程

度以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勤勉尽责”成关键词

从本次处罚情况看，海通证券的保代被

问责频次最多，有5名保代或财务顾问主办

人分别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太平

洋证券收到两条罚单，涉及3名财务顾问项

目主办人。 其余被点名的还有中信证券、国

海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广发证券和长江证

券的保代或财务顾问。

从处罚原因看，多数因为相关保荐代表

人或财务顾问在执业过程中未勤勉尽责。例

如，上海证监局称，在现场检查中关注到，海

通证券王睿洁、陈家伟和李辉作为独立财务

顾问主办人从事北特科技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业务及持续督导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充

分履行审慎的核查程序，未发现北特科技存

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未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未发现北特科技向

参与认购的公司董事、总经理靳晓堂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况。

从处罚结果看，行政监管类处罚措施皆

为出具警示函，自律监管类处罚措施则为监

管警示或通报批评。

IPO审核严要求

从IPO审核申报企业情况看，Wind数据

显示，截至10月18日，今年以来有116家企业

（按最新公告日统计，下同）的审核状态显

示为“终止（撤回）” 、11家企业审核状态显

示为“终止(审核不通过)” 。

“今年监管机构不断压实发行人和中

介机构责任，撤单项目居高不下与监管要求

有关， 尤其是体现在问询力度和现场检查

上。 今年来证券业协会已经开展了多轮IPO

现场检查，部分企业更是历经多轮问询。 ”

业内人士表示。

记者注意到，仅2月就有28家企业“撤

单” ，居单月撤单数量之首。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IPO现场检

查和现场督导常态化，监管审核对发行人财

务、内控规范程度以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执业到

位、企业尽早规范到位，才能适应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注册制。

从保荐机构来看， 上述撤单项目涉及

37家保荐机构。 其中有14.33个项目由中信

证券保荐，数量居首（同一个项目由N家机

构联合保荐的， 每家机构保荐数量视为

1/N）；有9个项目由招商证券保荐，数量居

第二；有8.50个项目由华泰联合保荐，数量

居第三。 民生证券、中信建投、国信证券、中

金公司等券商保荐的项目撤单数目亦居前。

加强投行监管

从IPO承销规模来看， 按发行日统计，

截至10月18日，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三家券商的首发承销金额居前三位，今

年以来首发承销规模分别为633.28亿元、

614.09亿元、348.80亿元， 合计市场份额超

40%。 头部投行的业务优势明显可见一斑。

承销数量增加，监管部门对执业质量的

把控也从未放松。

证监会9月末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进一步压实了中介

机构责任，明确指出辅导期原则上不少于三

个月， 验收工作完成后超过12个月未申报

的需要“返工” 重新辅导，还明确了现场走

访辅导对象、约谈有关人员、检查或抽查工

作底稿等验收方式，且保荐资格受限期间投

行不得提交验收材料。

此外，证监会9月发布《关于加强注册

制下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业务廉洁从业监管

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对注

册制下证券公司等相关中介机构的廉洁从

业监管， 明确要求中介机构加强内幕信息、

未公开信息管理，要求中介机构不得以明显

低于行业定价水平、利益输送、商业贿赂、不

当承诺等不正当竞争方式招揽业务，并要求

中介机构制定规范聘用第三方的制度。

中证协此前就《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执业

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券

商征求意见，拟将证券公司和投行项目的执业

质量评价结果分为A类、B类、C类三个等级。

《评价办法》显示，中证协可以根据评价

结果对券商在保荐代表人管理、 现场检查和

非现场检查频率等方面实行区别对待， 并将

评价结果纳入证券行业执业声誉约束机制。

“此次监管集中统一披露处罚信息，警

示意味浓厚。 ” 业内人士表示。

中航证券预计，未来针对证券公司投行

业务的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严监管是对注册

制改革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及时发现与改进，

有利于注册制改革平稳推进。

财经要闻

2021/10/19

星期二 责编

/

孙 涛 美编

/

苏 振 电话

/010-63070297

A02

Economy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示

适时推动出台政策措施 保持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网站10月18日消息， 商务部外贸

司负责人表示，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疫情起伏反复、海

运物流不畅、原材料价格上涨、部分中间品供

应紧张，外贸主体经营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

商务部将适时推动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做好跨周期调节，为企业纾困解难，稳定

合理预期，保持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推进贸

易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上述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会

同各地方、各部门扎实稳外贸、促进贸易创

新发展，各类外贸主体迎难而上，我国外贸

展现较强韧性，实现较快增长，贸易高质量

发展持续推进，有力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上述负责人介绍，1至9月，我国外贸主

要运行特点如下：

一是规模、份额再创新高。 从规模看，1

至9月，以人民币计（下同），进出口、出口、

进口金额分别为28.33、15.55和12.78万亿元，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其中，9月单月进出口

3.53万亿元，创月度新高。从增速看，进出口、

出口、 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2.7%、22.7%和

22.6%，均为10年来最高水平。 从份额看，据

世贸组织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出口国际市场

份额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至14.6%， 中国商

品满足了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二是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益提升。 新

兴市场与我贸易联系更加紧密。进出口占比

较去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至59.9%。东盟

保持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对拉丁美洲、非

洲进出口增速分别高于整体11.7和5个百分

点。 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更加突出。前三季

度， 新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14.24万

家，其中民营主体占94.5%。 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长28.5%，高于整体5.8个百分点，占比

提升2.2个百分点至48.2%。 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品出口强劲。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3%，

占比提升0.2个百分点至58.8%，拉动整体出

口增速13.5个百分点。 其中，手机、家用电

器、汽车、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4.4%、20.2%、

107%和37.6%。

三是业态创新发展，平台功能增强。 外

贸发展新动能不断集聚， 跨境电商进出口、

市场采购出口分别增长20.1%和37.7%，海

外仓数量超2000个、面积超1600万平方米。

保税维修项目建成约130个， 涉及航空航

天、船舶、精密电子等多个领域。各类外贸集

聚区功能壮大，今年新认定105家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成为产业和贸易有机结合的重要

平台。 认定首批13家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深入参与国际循环、

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四是带动作用增强，支撑国内经济增长

和全球复苏。从国内看，外贸较快增长，有力

带动上下游产业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

助力稳岗就业、居民增收和消费复苏，保障

了能源资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有力拉动

国内经济增长。 从国际看，据世贸组织最新

数据，上半年我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

0.7个百分点至12%， 贡献了全球15%的进

口增量。 中国外贸为服务全球抗疫、保障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带动全球经贸复

苏作出重要贡献。

商务部预计

四季度服务外包产业将较快增长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王东堂10月18日

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前三季度我国服务外

包发展稳中向好， 预计四季度我国服务外

包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全年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有望在去年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大关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

两位数增长

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稳中向好。 王东堂

介绍， 前三季度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

同额1.22万亿元，执行额8409亿元，分别增

长23.8%和23.0%。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

合同额6947亿元，执行额5018亿元，分别增

长17.9%和21.1%。

前三季度，我国服务外包高附加值业务

持续较快增长。 疫情期间线上业务需求带动

信息技术外包持续增长，其中信息技术解决

方案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集成电路和

电子电路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离岸执

行额分别增长112%、62.8%和24.5%。

示范城市贡献率保持高位。 前三季度，

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

执行额4206亿元， 增长19.1%， 占全国的

83.8%，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77.1%，示范

带动引领作用明显。

承接“一带一路” 市场服务外包快速增

长。 我国承接“一带一路” 国家离岸外包合

同额1346亿元，执行额946亿元，分别增长

33.7%和30.0%。

稳就业成效明显。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21年9月底，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

人员达1354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860

万人，占63.5%。 服务外包产业不仅吸纳大

量大学生就业， 同时众包众创等新模式、新

业态为广大从业人员提供了大量城市就业

机会，稳就业成效显著。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为服

务外包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预计四季度我

国服务外包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

王东堂说，全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有

望在去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基础

上，再创历史新高。

培育新优势

谈及如何进一步培育我国服务外包新优

势，王东堂表示，商务部将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完善平台载体。深入推进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通

过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带动，加快服务外包

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

级，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完善服

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平台载体建设，继续办好

服贸会、服博会等各类重要展会，打造全国

性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服务外包产业投资促进活动。

二是加快数字化转型。顺应经济社会数

字化发展新趋势，加强顶层设计，抢抓数字

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贸

易，运用数字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

台分包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服务外包数字

化高端化转型。

三是优化区域布局。落实国家区域重大

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示范城市动

态管理机制，有序新增示范城市，着力优化

国内区域发展布局， 形成东部引领带动、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发展的新格局，实现区

域协调联动发展。

四是壮大市场主体。不断完善各类支持

政策，积极促进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

放相结合。 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加强研发创

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 培

育全球价值链中的“隐形冠军”“小巨人”

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

三维度透视中国经济：

持续恢复 稳中向好

（上接A01版）国内部分地区受到疫情、汛情影响，经

济转型调整压力有所显现。

看经济形势， 不能只看经济增速， 更要看经济发展质

量。付凌晖表示，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展质

量效益提升。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1%， 快于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最终消费贡献率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64.8%，比上半年提高3.1个百分点。

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制造

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表现比较亮眼， 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较快增长依旧是制造业投资维持韧性的核心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今

年3月之后首次回升，成为一大亮点。 对其原因，李奇霖分

析，一是疫情对经济影响减弱，居民外出消费增多；二是网

上消费持续增长，对消费贡献增加；三是与居民通讯器材消

费特别是手机消费回升相关。

看趋势：经济持续恢复态势不改

看经济形势，不能只看短期之态，还要看长远之势。

付凌晖表示，总的看，经济持续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态势不会改变， 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任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经济走势将受到国际

经济和政策形势变化、电力供应和生产恢复水平、内外部需

求复苏状况、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 下阶段，我国经济将保

持恢复态势。

植信投资研究院研究员罗奂劼认为， 随着国外圣诞节

和国内消费旺季到来，内外需会有小幅改善，四季度消费和

制造业投资将继续推动经济稳步复苏， 专项债发行加速有

望推动基建投资保持稳步复苏态势。我国出口韧性较强，四

季度增速将继续平稳增长，对经济复苏有一定支撑。

看政策：及时根据形势变化推出有力措施

基于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 做好政策储备对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调控经验。 近

年来，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完全有

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付凌晖说，当前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货币政策仍有较大

空间，能够及时根据形势变化推出有力措施，促进经济稳定

运行。 比如，针对主要经济体可能的货币政策调整，今年以

来，金融管理部门提前作出一些政策安排，降低了发达经济

体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冲击。

温彬认为， 宏观政策应做好跨周期调节， 稳定市场预

期。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特别

是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能源供给

偏紧、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

之间的关系。

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成功点燃

18

日， 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祥

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

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

次为北京点燃。

左图为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右）取得

圣火。

下图为第二名火炬手———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

员李佳军手持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在火种采集成

功后传递。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