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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 

 银行 

 7 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 1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5 家大型银

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3.57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7.1%。前 7

个月银行新发放贷款户数中新发放首贷户超过 167 万户，占新发放贷款

户数的 16%，这个比例比上年末高 10 多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

额较年初增长 9.25%，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2.99%，比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

0.88 个百分点，总体上在不良容忍度之内。 

【点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是中央扶持深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最

重要的政策之一，银保监会积极推动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工作,虽总

体不良风险可控，但全年不良率将上升，拨备计提力度也将加大。 

 截至 8 月 25 日，今年以内银保监会、银保监局、银保监分局对商业银行

（包含个人）开出的罚单数量达 2,000 多张。从处罚案分析，大额罚单中

涉及多项违法违规事实，其中多项违规行为与涉房类贷款有关。从违规

事分析，违规贷款首当其冲，包括违规向资本金不足、“四证”不全的

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以其他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点评】今年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流入实体

经济及中小企业，严防流入房地产市场，严格坚守“房住不炒”的政

策，同时加强对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杜绝贷款乱象。 

 证券 

 8 月 24 日，我国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 18 家企业在深交所成功上

市。更突出的是，创业板注册制企业上市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存量个股涨跌幅限制扩大至 20%的交易制度改革同步实施。18 只首批创

业板注册制股票全部大幅上涨，其中 10 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涨幅最

大的是 N 康泰，达 1061.42%，18 只股票合计成交 230.03 亿元。创业板注

册制成功之后，会向全市场来推广注册制。 

【点评】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在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创

业板注册制度是由市场决定上市企业，确定优胜劣汰，真正实现价值

投资的回归。同时，注册制推动信息披露的透明性，健全诚信守法的

资本市场，促使创业板长期稳健运行。创业板注册制还承担了为整个

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搜索道路、积累经验的重要的任务。 

 证监会表示，从科创板改革开始，全面推行注册制，大体分三步走：第

一步，科创板注册制改革，这是一项增量改革，力求取得注册制改革的

突破，并且验证相关制度规则可行性；第二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是一项增量加存量的改革，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其中，对存量方面

的制度改革设计尤为重要；第三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需要在充分总

结评估科创板以及创业板改革基础上加以完善，适时推出。 

【点评】通过对股票市场改革，逐步实现全市场注册制，解决结构性

问题，吸引并留住中长期资金，促进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基金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以下两类基金，涨跌幅比例为 20%：跟踪指数成份

股仅为科创板股票或其他涨跌幅比例为 20%的股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指数型上市开放式基金。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其他涨跌幅比例为

20%的股票的基金资产占非现金基金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上证 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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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8 月 11 日，全市场累积成立的 ETF 及联接基金为 112 只，累计募集

规模为 887 亿元。从各类产品的整体涨幅来看，261 只股票型 ETF 年内平

均涨幅为 24.54%，仅 13 只未能取得正收益，有 32 只年内涨幅超 50%，

其中医药类、芯片类、军工类 ETF 涨幅居前。 

 保险 

 财政部、中再集团、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产险、国寿财险、中华

联合等 9 家单位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61 亿元。财政部为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55.9%。公司将取代 2014

年成立的由 20 多家保险公司联合组成的农业再保险共同体，成为国内农

业保险市场最大的再保险业务承接机构。农险是财险行业政治重要性最

高险种，也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予以支持的险种，承担着保

障农民收益的重要历史使命。 

【点评】成立专门的农业再保险公司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巨灾风险分散

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为农业生产更好保驾护航。 

 8 月 25 日起，部分地区车险出单手续费正式下调，下调幅度根据险企车

险业务规模而定，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三家财险巨头下调幅

度最大，部分地区最低上限已下调至 15%。整体上，大型险企手续费上

限更低，中小公司依据车险业务规模或保持相对宽松的手续费上限。地

方也在加速车险改革，包括广西、四川。政策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启

动了商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的修订工作，现已形成《商业车险综合示范

条款（2020 版征求意见稿）》，并于近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点评】我国车险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统一调整车险的手续费，控

制竞争乱象，同时国家也从政策上进一步严加管控。 

非金融行业 

 城投——一批新基建投资项目清单陆续出炉。福建省第三季度重大项目

视频连线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共涉及项目 238 个、总投资 2,346 亿元，涵

盖了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诸多行业。浙江省将聚力深耕 5G 商用、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湖北新基建项目有

595 个，估算总投资 7,731 亿元。湖南省正式发布湖南省“数字新基建”100

个标志性项目名单（2020 年），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项目总投资 563.78 亿元。 

【点评】新基建不仅是我国基础设施的核心，还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

向，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承载着未来经济的底层。当前各地

积极布局发展新基建，力争掌握科技优势，并推动经济上一新台阶。 

 房地产——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形成了重点房地产

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本次融资管理规则核心是“三道红线”：

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

于 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 1。此外，拿地销售比是否过高、

经营性现金流情况两个方面也将作为监管机构考察的重要指标。将以 12

家头部房企为试点，明年 1 月 1 日全行业将全面推行相关规则。本次规则

将直接限制房企的直接融资能力及另一融资渠道-房地产信托，预计房地

产信托的业绩还要大幅下滑。 

【点评】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仍然较混乱，融资及经营的违法乱纪行

为普遍存在，监管力度松懈而滞后。国家出台以“三道红线”为基准

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及融

资渠道，有效控制市场乱象，促进房地产市场规则化、透明化，降低

金融风险，保证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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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已有 43.8

万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确认集体成员 6 亿多人，全国共清查核

实集体账面资产 6.5 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 65.5 亿亩，集体成员累计

分红超过 3,800亿元。2021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

目前，全国有 74.5%的村完成改革，70.1%的村领到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书。 

【点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制度改

革，影响巨大。当前这项改革已经探索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形式，

创新了运行机制，壮大了集体制的经济实力，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

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医药——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上海开标，采购规模达数百亿

元。本次采购共有 189 家企业参加，产生拟中选企业 125 家，拟中选产品

191 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53％，最高降幅 95％。拟纳入 56 个品种、

涉及 300 多个品规—第三批国家集采最终有 55 个品种采购成功，药品品

种数量接近前两批之和，备受业界瞩目。 

【点评】在国家医疗保障局及相关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药品集采不仅大幅下降百姓常用

药、急需药、重症病用药的价格，极大减轻百姓负担，还有利于制药

产业减低成本、促进长期稳定发展，最终保障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和谐

发展。 

 煤炭——7 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同比起数持平，

死亡人数减少 1 人，下降 33.33%。1～7 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死亡事故

7 起，死亡 10 人，同比减少 5 起、13 人，分别下降 41.67%和 56.52%。 

 通信——近日，芯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芯盟科技”）研发出全球首

款超高性能异构 AI 芯片。该芯片打破了传统同构芯片内储存与计算间的

数据墙，实现了数据存储、计算的三维集成，将主要应用于类人感知与决

策应用场景，如服务员、医生、驾驶员等。 

 钢铁——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

署无偿划转协议，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将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钢集团）51%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宝武。此次与太钢集团的联合重

组，将实现中国宝武“亿吨宝武”、“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规划目

标，同时增强中国宝武在不锈钢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点评】此次重组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能过剩行业兼并

重组的重要举措，将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促进我国钢铁

行业健康发展。 

 贸易 

 1-7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236.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1%。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8,556.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3%；完成营业

额 4,912.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0.5%。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

员 15.9 万人，7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64.4 万人。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部分领域对外投资增长较快，包括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部分行业对外承包工程走势良好，包括建筑、石油化工、

水利建设等。 

【点评】尽管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但在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各级地

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对外合作仍保持稳定，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当前的合作重点，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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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发布《关于以“五个重要”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行动方

案（2020-2022 年）》（简称《行动方案》），2022 年的总体目标是：初

步形成“五个重要”基本框架，初步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制度体系，初步体现上海“四大功能”核心承载区的综合优势，为 2035

年全面建成“五个重要”奠定扎实基础。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高地：打造世界级前沿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

加大金融业支持力度，是积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点评】上海临港新片区是我国重要的自贸区，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重要窗口，战略地位突出。《行动方案》吸引海内外高科技人才和资

源，将临港新片区打造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同时成为高标

准自贸区的示范区。 

结构化产品 

 截止 8 月底，我国今年共发行 2,611 款 ABS 产品，累计规模达 1.15 万亿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2106 款 1.17 万亿元，在发行规模上基本持平。截至 2020

年 7 月，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已累计发行超过 5,000 单产品，累计发行金

额超过 9 万亿元，存量金额超过 4 万亿元。若参照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

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存量规模未来预计至少可达 50 万亿元。 

 西北部首单 1+N+N 担保模式 ABS 成功获批，前海结算担任原始权益人，

华龙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的“华龙证券-甘肃金控担保-前海供应链 1-20 号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深交所成功获批，储架规模 100 亿元，项目由甘肃

金控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和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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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 

 银行 

1、7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3.7 万亿元，银行应对不良上升工具足 

银保监会宣布，7 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 1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5 家

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3.5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7.1%。前 7个月银行

新发放贷款户数中新发放首贷户超过 167 万户，占新发放贷款户数的 16%，这个比例比

上年末高 10多个百分点。 

目前，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9.25%，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2.99%，比各

项贷款不良率高出 0.88 个百分点，总体上在不良容忍度之内。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明年

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是对增加的不良贷款，银保监会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能力和

工具，来应对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推进银行业落实减费让利政策，规范收费行为，整治各种

形式的乱收费，督促银行加强对第三方助贷等合作机构的管理，规范银保合作，聚焦减

轻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点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是中央扶持深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最重要

的政策之一，银保监会积极推动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工作,虽总体不良风险可控，

但全年不良率将上升，拨备计提力度也将加大。 

2、今年银行领罚单已超 2,000张，涉房贷款违规是“高发区” 

截至 8 月 25 日，银保监会、银保监局、银保监分局对商业银行（包含个人）开出

的罚单数量达 2,000 多张。涉房类贷款违规成为罚金最高的处罚原因。 

从处罚案分析，大额罚单中涉及多项违法违规事实，其中多项违规行为与涉房类贷

款有关。另外，票据业务、同业资金投向管理、理财业务、押品估值管理多项业务等行

为也成为银行触及监管红线的雷区。 

从违规事分析，违规贷款首当其冲，包括违规向资本金不足、“四证”不全的房地

产项目发放贷款，以其他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发放贷款用于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贷款分类不准确；违规审批转让不符合不良贷款

认定标准的信贷资产；虚增存贷款等。 

监管对商业银行的各类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也在不断增加，除了加大金额处罚之外，

对历史违规事件的监管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强，在时间跨度上甚至追溯到了过往七年。 

除信贷业务，数据疏漏和违规行为的管理也被监管部门重点关注，多家银行也收到

了百万元级罚单。例如，今年 5月 9日，银保监会一连开出 8张罚单，六大国有行均因

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报送违规“吃”罚单。 

【点评】今年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及

中小企业，严防流入房地产市场，严格坚守“房住不炒”的政策，同时加强对中

小银行的公司治理，杜绝贷款乱象。 

 证券 

1、创业板注册制“启航”，18只新股均上涨 

8 月 24日，我国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 18 家企业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更突

出的是，创业板注册制企业上市前 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存量个股涨跌幅限制扩

大至 20%的交易制度改革同步实施。 

18 只首批创业板注册制股票全部大幅上涨。据统计，其中 10只股票涨幅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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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最大的是 N康泰，达 1061.42%；涨幅最小的是 N锋尚，也有 43.10%。18只股票收

盘平均涨幅达 212.37%。18只股票合计成交 230.03 亿元，18股平均成交额为 12.78 亿

元，其中 N安克成交 29.98 亿元，成交额最高。 

创业板注册制是资本市场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它吸收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良

好实践，为下一步中小板和主板注册制改革奠定基础。创业板注册制成功之后，会向全

市场来推广注册制。 

【点评】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在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创业板注

册制度是由市场决定上市企业，确定优胜劣汰，真正实现价值投资的回归。同时，

注册制推动信息披露的透明性，健全诚信守法的资本市场，促使创业板长期稳健

运行。创业板注册制还承担了为整个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搜索道路、积累经验的重

要的任务。 

2、证监会将分三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 

证监会表示，从科创板改革开始，全面推行注册制，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科创

板注册制改革，这是一项增量改革，力求取得注册制改革的突破，并且验证相关制度规

则可行性。第二步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一项增量加存量的改革，起到承上启

下作用，其中，对存量方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尤为重要。第三步是全市场注册制改革，需

要在充分总结评估科创板以及创业板改革基础上加以完善，适时推出。 

创业板改革既有增量，又涉及大量的存量。这个存量既包括存量的上市公司，也包

括存量的投资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投资者群体。因此这次改革一定要兼顾到

存量的这些现状，所以这次创业板改革实际上是在总结、借鉴科创板的一些成功经验和

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创业板的实践，做了一些探索和创新，包容性进一步增强。 

【点评】通过对股票市场改革，逐步实现全市场注册制，解决结构性问题，

吸引并留住中长期资金，促进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3、证监会就《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起草《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实施办法》共十五条，包括内容：一、明确适用范围。股票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

等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已经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证监

会可以责令发行人回购欺诈发行的股票。二、明确回购对象范围。回购对象为本次欺诈

发行至欺诈发行上市揭露日或者更正日期间买入股票，且在回购方案实施时仍然持有股

票的投资者。同时，对欺诈发行负有责任的发行人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参

与包销的证券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买入股票时知悉或者应当知悉存在欺诈发行的投资

者，不得成为回购对象。三、明确回购价格。发行人或者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应当以市场交易价格回购股票；投资者买入股票价格高于市场交易价格的，以买入

股票价格作为回购价格。四、明确回购程序和方式。发行人或者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应当在责令回购决定书要求的期限内制定回购方案,并在制定方案后五个交

易日内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出回购要约并公告，启动回购工作。五、明确证监会作出

责令回购决定必须经主要负责人批准。 

 保险 

1、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成立，财政部为单一第一大股东 

银保监会已经正式批复同意财政部、中再集团、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产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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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财险、中华联合等 9家单位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61亿元。财政部为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55.9%。 

公司正式成立后，将取代 2014年成立的由 20多家保险公司联合组成的农业再保险

共同体，成为国内农业保险市场最大的再保险业务承接机构。 

我国农业保险已经发展 10年，在为农业保驾护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截止 2019 年

底，农业保险承保的农作物品种接近 300种，保费收入达 672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达 3.6

万亿元，农业保险保障充足度达 51%，服务农户数量达 1.8亿户次。 

农险是财险行业政治重要性最高险种，也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予以支持

的险种，承担着保障农民收益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这些支持，近年来农业保险

发展迅速。近十年来政府财政补贴杠杆基本稳定在 4-5 倍，2008-2018 年各级财政历年

累计投入保费补贴 2,475.59 亿元，为广大农户购买到 15.37 万亿元的农业风险保障，

财政资金放大效果达到 62 倍。 

【点评】成立专门的农业再保险公司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为农业生产更好保驾护航。 

2、车险综合改革加速度，《商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2020 版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 

8月 25日起，部分地区车险出单手续费正式下调，下调幅度根据险企车险业务规模

而定，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三家财险巨头下调幅度最大，部分地区最低上限

已下调至 15%。整体上，大型险企手续费上限更低，中小公司依据车险业务规模或保持

相对宽松的手续费上限。 

地方也在加速车险改革，广西车险自律委员会决定，自 8 月 25 日零点起，交强险

手续费上限统一调整为 4%，商业车险手续费亦进行分档下调。四川地区大型险企商业车

险手续费上限也降至 20%以下，仅有个别中小险企出单手续费保持在 30%以上。 

政策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启动了商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的修订工作，现已形成《商

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2020 版征求意见稿）》，并于近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点评】我国车险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统一调整车险的手续费，控制竞争

乱象，防止车险业务陷入无序竞争泥沼，同时国家也从政策上进一步严加管控。 

 基金 

1、公募布局 ETF 热度不减，年内成立 ETF 及联接基金 112 只募资 887 亿元 

截至 8月 11日，全市场累积成立的 ETF及联接基金为 112只，累计募集规模为 887

亿元。从各类产品的整体涨幅来看，261 只股票型 ETF 年内平均涨幅为 24.54%，仅 13

只未能取得正收益，有 32 只年内涨幅超 50%，其中医药类、芯片类、军工类 ETF 涨幅居

前，这些板块也是今年市场的热门板块。 

今年 ETF整体规模快速提升，宽基类产品有更明显的配置属性。随着行业和主题类

的 ETF 更受到个人投资者青睐，预期指数基金将迎来净值和规模的双丰收，其中，比较

受追捧的 ETF可能集中在科技、消费和医药等领域。多家公募基金正在持续加大布局，

华夏基金、工银瑞信、华安基金和嘉实基金下半年还会加快布局各类 ETF。 

2、上交所将两类两类科创板基金涨跌幅比例调整为 20% 

上交所公告，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以下两类基金，涨跌幅比例为 20%：跟踪指数成

份股仅为科创板股票或其他涨跌幅比例为 20%的股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指数型

上市开放式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其他涨跌幅比例为 20%的股

票的基金资产占非现金基金资产比例不低于 80%的上证 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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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行业 

 城投 

各地新基建投资项目清单陆续出炉 数字产业化等是重点发力领域 

一批新基建投资项目清单陆续出炉。福建省第三季度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中开工仪

式举行，共涉及项目 238个、总投资 2,346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141 个，总投资 1,675

亿元，涵盖了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诸多行业。福建将围绕产业链发展，谋划和引进更

多有技术含量、带动力强的产业项目，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浙江省将聚力深耕 5G

商用、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努力在产业数字化、数

字产业化上当好先锋，把建成新基建领先省份作为“重要窗口”的标志性成果。 

各地也正在加快推进新基建项目的落地。湖北省印发《湖北省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

能“十大工程”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提出，未来三年建成 6万个 5G 基站，

高铁里程突破 2,000 公里，新型基础设施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截至目前，湖北“十

大工程”滚动项目库项目中，新基建项目有 595 个，估算总投资 7,731 亿元。湖南省正

式发布湖南省“数字新基建”100 个标志性项目名单（2020 年），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加

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项目总投资 563.78 亿元，包

含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四大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发布的《合肥市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明确了合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

展目标、具体任务和保障措施，包括实施不低于 200 个新基建重点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2,000亿元，纳入全市稳投资“十大工程包”等。 

【点评】新基建不仅是我国基础设施的核心，还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承载着未来经济的底层。当前各地积极布局发展新基

建，力争掌握科技优势，并推动经济上一新台阶。 

 电力 

中电联发布 2020 年 1～7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1～7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2,074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11 小时。

1～7月份，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00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16小时；全国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31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28 小时。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 4,204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47 小时；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274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5 小时；全国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776 小时，比上年

同期增加 6小时。 

1～7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2,139亿元，同比增长 51.0%。其

中，水电 444亿元，同比增长 3.8%；火电 227 亿元，同比下降 27.3%；核电 176 亿元，

同比下降 3.4%；风电 1,112 亿元，同比增长 164.0%。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

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92.4%，比上年同期提高 11.4 个百分点。 

【点评】受疫情冲击全社会停工停产影响，1～7月全社会用电量消费较上

年减少，全国各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同期，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投资额却同比有所提升。 

 房地产 

住建部和央行确定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8月 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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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会议正式提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

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行、住

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

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本次融资管理规则核心是“三道红线”：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 1。此外，拿地销售

比是否过高、经营性现金流情况两个方面也将作为监管机构考察的重要指标。 

按“三道红线”，试点房地产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挡。以有息负债规模

为融资管理操作目标，分档设定为有息负债规模增速阈值，每降低一档，上限增加 5%。

即如果“三线”均超出阈值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以 2019 年 6 月底为上限，不

得增加；“二线”超出阈值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5%；“一线”

超出阈值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10%；“三线”均未超出阈值为

“绿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15%。 

对碧桂园、恒大、万科、融创、中梁、保利、新城、中海、华侨城、绿地、华润和

阳光城 12家试点房企，将进行融资债务总规模的控制。企业需于 9月底上交降档方案，

包括一年内如何降档、三年内如何全面完成符合“三道红线”的调整。若未达标，监管

层将要求金融机构对相应房企的全口径债务进行限制。2021年 1月 1日起全行业将全面

推行相关规则。国盛证券按“三道红线”标准测算，以 2019 年末数据为基准，销售排

名前 50 位的房地产企业中，均未超过警戒线的有 11 家，超过 1 条警戒线的有 15 家，

超过 2条警戒线的有 8家，超过 3条警戒线的有 15 家。 

本次融资管理规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融资能力，限制其资金挪用，直接将资

金监管账户的资金用于还前端融资，以及防止出现大小房企拿地就能贷款这种危险的行

为。此外，房企另一大融资渠道的房地产信托今年也将大受影响，今年全国 68 家信托

公司发行规模总计 5,118.5 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 6,352.6 亿元的规模，融资额度同比

下滑了 19.4%，该政策出台后预计房地产信托的业绩还要大幅下滑。 

【点评】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仍然较混乱，融资及经营的违法乱纪行为普遍

存在，监管力度松懈而滞后。国家出台以“三道红线”为基准的资金监测和融资

管理规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及融资渠道，有效控制市场乱象，

促进房地产市场规则化、透明化，降低金融风险，保证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

发展。 

 农业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明确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近日，召开的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强调，下一步重点要明晰集

体资产所有权，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合理设置股权和管理股权，建立健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加快推进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会议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已有 43.8 万个村

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确认集体成员 6 亿多人，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 6.5

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 65.5亿亩，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 3,800 亿元。 

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国农村集体家底基本摸清；全面确认集体成员身份，

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稳步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建立；积极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 

中央明确要求，2021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目前，全国有

http://www.cs.com.cn/xwzx/hg/202008/t20200821_6087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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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的村完成改革，70.1%的村领到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 

【点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制度改革，影

响巨大。当前这项改革已经探索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形式，创新了运行机制，

壮大了集体制的经济实力，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医药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开标，共有 189 家企业参加 

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上海开标，采购规模达数百亿元。本次采购共有 189

家企业参加，产生拟中选企业 125家，拟中选产品 191 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53％，

最高降幅 95％。 

拟纳入 56个品种、涉及 300多个品规—第三批国家集采最终有 55个品种采购成功，

药品品种数量接近前两批之和，备受业界瞩目。与第二批国家集采相比，第三批采购规

则仅做微调优化，最大可中选企业数量从原来的 6家，进一步增加到 8家。 

第三批国家集采坚持高质量标准，仍将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作为仿制药入围的条

件。 

【点评】在国家医疗保障局及相关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药品集采不仅大幅下降百姓常用药、急需药、重症

病用药的价格，极大减轻百姓负担，还有利于制药产业减低成本、促进长期稳定

发展，最终保障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和谐发展。 

 煤炭 

1、1～7月山西煤矿死亡事故 7起 停产整顿矿井 170 座 

7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同比起数持平，死亡人数减少 1人，

下降 33.33%。1～7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死亡事故 7起，死亡 10人，同比减少 5起、

13人，分别下降 41.67%和 56.52%。 

【点评】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事故总量、较大事故、煤矿百

万吨死亡率同比均大幅下降，但安全风险隐患较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2、山东梁宝寺煤矿发生爆燃事故 致 7死 1重伤 

8月 20日 6 时 55 分，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公司 35003工作面溜头位置发

生疑似电缆爆燃事故，经过紧急救援，9 时 30 分，当班出勤人员 19 人已全部升井，16

名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其中 7人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身亡；另有 1人重伤，目

前生命体征平稳；8人正在医院观察治疗，均无生命危险。涉事煤矿已被责令停产整顿，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通信 

1、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 芯盟科技研发出超高性能异构 AI芯片 

近日，芯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芯盟科技”）研发出全球首款超高性能异构 AI

芯片。该芯片打破了传统同构芯片内储存与计算间的数据墙，实现了数据存储、计算的

三维集成，将主要应用于类人感知与决策应用场景，如服务员、医生、驾驶员等。 

为进一步完善芯片功能，提升其性能，团队已开始研发下一代芯片，主要针对智慧

城市、智慧工业的高性能、高利润应用市场。目前，芯片架构已经基本完成，企业的目

标是尽快将先进的 AI 芯片技术高效、广泛地推向市场。 

2、腾讯云率先公布 5G产品矩阵，年底前交付 300 个边缘计算中心 

8 月 25 日，腾讯云公布 5G 新基建最新进展，成为国内首家全面构筑起覆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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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网-端”完整 5G 产品矩阵的云厂商。预计在今年底，腾讯云将完成 300 个边缘计算

节点的建设，全面支撑腾讯智慧工业、园区、能源、教育、车联、以及云游戏、4/8k

直播业务和机器人等 5G业务。 

目前腾讯云5G产品矩阵主要包括边缘接入和加速平台（TSEC）、边缘计算机器（ECM）、

物联网边缘计算平台(IECP)、AIoT 物联网关、5G 行业专网、物联网开发平台（IoT 

Explorer）、5G 物联 SDK、5G 行业 DTU、5G SDWAN 等产品，实现了“云-边-网-端”的

全面覆盖。 

 钢铁 

中国宝武与太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打造亿吨级钢铁集团 

8月 21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无偿划

转协议，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将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宝武。 

此次与太钢集团的联合重组，将实现中国宝武“亿吨宝武”、 “成为全球钢铁业

引领者”的规划目标，同时增强中国宝武在不锈钢领域的综合竞争力。联合重组也将带

动太钢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壮大山西省国有经济，助推山西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

进钢铁及相关产业聚集发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点评】此次重组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的

重要举措，将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健康发展。 

 有色 

1-7月中国稀土出口 2.28万吨，同比下降 20.2% 

1-7 月，中国稀土出口 2.28 万吨，同比下降 20.2%，金额 2.11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稀土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中国根据国际市场需求

变化和风险情况，开展国际贸易业务。 

【点评】疫情影响导致市场需求端放缓，因此今年我国稀土资源出口大幅降

低。此外，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储存保留满足长期发展需要。 

 汽车 

工信部发布 2020 年第 9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工信部将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35 批）、《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20年第 9批）以及经商国家税务总局同意的《享受车船税减

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八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

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三十四批）予以公告。 

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20 年第 9批）文件中，搭载磷酸铁锂

蓄电池的比亚迪牌 BYD7003BEV8 和 BYD7007BEV 纯电动轿车以及搭载三元锂电池的蔚来

牌 HFC6483ECSEV5-W 和 HFC6483ECSEV6-W换电式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在列。 

 贸易 

1、1-7月，我国对外合作稳步发展，“一带一路”是合作重点 

1-7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236.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1%。对外承

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8,556.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3%；完成营业额 4,912.6 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 10.5%。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5.9万人，7月末在外各类劳务

人员 64.4万人。 

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1-7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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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17%，

较上年提升 4.5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671.8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404.3 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 55.2%

和 57.8%。 

二、部分领域对外投资增长较快。1-7 月，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分别占 38.3%、16.4%、1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8.1%、43.2%，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13.8%。 

三、部分行业对外承包工程走势良好。1-7 月，一般建筑、石油化工、水利建设类

项目新签合同额增长较快。其中，一般建筑类新签合同额 30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8%；

石油化工类新签合同额 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水利建设类新签合同额 32.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62.9%。 

【点评】尽管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但在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对外合作仍保持稳定，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前的合

作重点，对外投资的结构持续优化。 

2、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发布 

上海市发布《关于以“五个重要”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简称《行动方案》）。 

临港新片区到 2022 年的总体目标是：初步形成“五个重要”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初步体现上海“四大功能”核心承载区的综

合优势，为 2035年全面建成“五个重要”奠定扎实基础。 

打造国际创新协同高地方面，把临港新片区建成全球创新驱动网络的重要节点。一

是高起点建设国际创新协同区。二是着力增强海内外人才集聚能力。 

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方面，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新动能、

新格局。一是打造世界级前沿产业集群。二是加快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三是加大

金融业支持力度。四是积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五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新城方面，为建成“五个重要”提供强大的城市功能支

撑。一是加快建设节点型、枢纽型城市交通体系。二是加强综合基础设施保障。三是着

力优化美化生态环境。四是着力完善公共服务。五是加强规划引领和土地保障。 

【点评】上海临港新片区是我国重要的自贸区，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窗

口，战略地位突出。《行动方案》吸引海内外高科技人才和资源，将临港新片区

打造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同时成为高标准自贸区的示范区。 

结构化产品 

1、今年以来，我国资产证券化发行 1.15 万亿 

截止 8 月底，我国今年共发行 2,611 款 ABS 产品，累计规模达 1.15 万亿元，相较

于去年同期的 2106 款 1.17 万亿元，在发行规模上基本持平。 

截至 2020 年 7 月，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已累计发行超过 5,000 单产品，累计发行

金额超过 9万亿元，存量金额超过 4万亿元。若参照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我国

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存量规模未来预计至少可达 50万亿元。 

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增长，规范资产证券化市场势在必行。在日

前举办的 CSF 资产证券化年会“ABS 信息标准化”分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标准化建

设是资产证券化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其中信息披露标准化是基础，合理的产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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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第一步。 

2、西北部首单 1+N+N担保模式 ABS 成功获批 

近日，由前海结算担任原始权益人，华龙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的“华龙证券-甘肃

金控担保-前海供应链 1-20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深交所成功获批，储架规模 100亿

元，项目由甘肃金控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和担保人，这也是西北部首

单获批的“1+N+N”担保模式 ABS。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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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

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