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姚 尧

当地时间 11月 30日，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最早在
12月份议息会议上放缓加息步伐。
受此影响，当地时间 11月 30日，纽
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
活 跃 的 主 力 合 约 收 涨 1.09% 至
1782.9 美元/盎司，较前一日收盘价
上涨19.3美元/盎司。

广州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限公
司首席研究员吴啟宏对《证券日报》
记者说：“美联储公布的11月份货币
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
员认为应适当放缓加息步伐，鲍威
尔此次讲话也印证了这一市场预
期。此外，海外经济衰退担忧不减，
且全球通胀可能长期维持高位，黄
金作为抵御经济衰退和抗通胀的资
产配置价值凸显。”

黄金基本面改善
11月份涨近9%

在回顾 2022 年黄金价格走势
时，吴啟宏说：“金价今年首先冲
高而后回落，自 3 月份开始，经历
了连续数月持续下跌，核心因素
是受到美联储持续快速加息的冲
击。11 月份则似乎已企稳显现底
部特征。”

中信期货研究所大宗商品策略
组负责人张文对《证券日报》记者
说，“今年一季度，在地缘政治因素
驱动下，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由鹰
转鸽，避险需求使贵金属获得溢价
大幅上涨，黄金主力合约在 3月 8日
最高达到 2078.8美元/盎司，白银则
达到27.5美元/盎司。”

“二季度和三季度黄金价格整
体承压，主要是3月中旬地缘冲击导
致能源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通胀
预期波动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变
化，引导贵金属价格下行。”张文说。

11月份，黄金价格则显现底部
反弹迹象。当地时间 11月 1日至 11
月 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
市场交投最活跃的主力合约累计涨
幅达8.95%，创2020年8月份以来最
大月度涨幅。

排排网旗下融智投资基金经理
夏风光对《证券日报》记者说：“11
月份议息会议后，市场普遍预计美
联储加息见顶，叠加市场开始计价
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可能，黄金基本
面环境已发生改变，朝着牛市方向
演进。”

银河期货贵金属研究员万一菁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美
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双双下
行。通胀数据虽有回落，但不如加
息预期回落速度，导致贵金属止跌

反弹。”

黄金ETF基金
11月份持仓流出放缓

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对黄金价格
形成支撑外，从供需基本面角度看，
黄金市场近期需求也十分强劲。

从全球央行与金饰消费两大主
要黄金需求看，据世界黄金协会 11
月份报告数据，今年三季度全球央
行黄金净购买量为 399.3吨，是去年
同期4倍以上，且前三个季度的累计
净购买量已超过自1967年有统计数
据以来单年最大净购买量。三季度
金饰消费也很强劲，达到 523吨，同
比增长10%。

对于三季度央行大量购买黄金
的原因，张文表示，一是规避美债价
格下跌的损失风险；二是规避地缘
风险；三是“去美元化”；四是美国经
济衰退预期不断加强，央行实现合
理配置。

万一菁认为，金银饰品销量往
往与金银价格成反比，但价格跌
至一定程度后，市场购买欲望反
而强烈。此外，地缘政治等引发
避险情绪回升也增加了市场实物
黄金需求。

黄金 ETF 基金持仓方面，截至
11月 30日，全球最大黄金ETF基金
SPDR 黄金持仓量已增长至 908.09
吨，相较于 10月 31日的黄金持仓量
920.57 吨，仅流出 12.48 吨，与 10 月
份的流出量19.13吨相比已收窄。

iShares Gold Trust数据显示，截
至 11月 30日，iShares黄金持仓量为
451.09吨，相较于 10月 31日的黄金
持仓量 458.24吨，仅流出 7.15吨，与
10月份的流出量 20.71吨相比大幅
收窄。

整体而言，黄金 ETF基金 11月
份持仓流出放缓。张文说：“黄金
ETF基金体现市场的避险情绪和大
型金融机构的需要。黄金ETF基金
一般作为大型金融机构的长期配置
盘。11月份流出放缓体现全球资产
配置已在关注未来美国衰退风险和
货币政策转向可能。”

在预测贵金属价格走势时，万
一菁表示，市场着力于美联储放缓
加息的预期，但忽略了美联储对于
未来不排除提高利率上限的言论。
因此，金银价格存在底部震荡可
能。若美联储停止紧缩将提振贵金
属价格，长期投资者可逢低买入相
应资产。

张文认为，如果明年美国经济
衰退预期兑现，美联储明年货币政
策逐渐转向，贵金属具有配置价
值。但若美国通胀仍不及预期，美
联储也有进一步超预期收紧可能。

11月份金价创逾两年最大月涨幅
机构：黄金资产配置价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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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三
日升值。Wind资讯数据显示，北京
时间 11月 28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收盘报7.1999，11月29日、11月
30 日 以 及 12 月 1 日 收 盘 分 别 报
7.1663、7.1419、7.0791。

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
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近几日也同
样迎来一波上涨行情。11月 28日，
离 岸 人 民 币 对 美 元 汇 率 收 盘 报
7.2474，11 月 29 日、11 月 30 日收盘
分别报 7.1399、7.0458。截至 12月 1
日 17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
中最高升至7.0261，最低为7.0853。

对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的
上涨行情，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
观研究员周茂华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主要推动力包括国内不断
优化防疫措施，稳楼市等政策持续
发力，市场对经济复苏前景预期更
加乐观。此外，近期美元走弱带动
人民币等非美货币反弹，以及市场
风险情绪回暖带动资金流入人民
币资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11月30日，
美国公布的ADP就业数据大幅不及
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将于 12月份放
缓加息节奏的预期进一步增强，带
动当日美元指数下跌0.78%，比价效
应将推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事实上，今年一直表现强势的
美元指数11月份以来就有偃旗息鼓
的势头。11月份，美元指数累计跌

幅达 5.03%，为 2010年 10月份以来
最大单月跌幅。截至12月1日17时
30分，美元指数报 105.5324，较年内
最高点114.7026已跌去约8%。

“在美联储放缓加息节奏的大
趋势下，这一轮美元指数上行过程
基本见顶。”王青说。

展望后市，周茂华表示，从趋势
看，人民币有望在均衡水平附近双
向波动，国内经济稳步复苏的基本
面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提供了坚
实基础。尽管面临海外需求趋缓，
但我国外贸保持韧性，跨境资本有
序双向流动，国际收支有望继续保
持基本平衡。不过，全球不确定性
因素仍多，企业应聚焦主业，善用金
融衍生品工具管理好风险，在外贸
领域逐步增加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有效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王青认为，伴随疫情防控优化
措施出台，以及金融支持房地产“三
支箭”全面发力，汇市对国内经济复
苏前景的预期正在改善。在国内基
本面向好的预期带动下，人民币韧
性有望实质性增强。同时，在美国
通胀、就业数据驱动下，美联储12月
份加息幅度有望收窄至50个基点左
右，美元指数易下难上。这样看来，
12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上行
的可能性较大。

“不过，短期内出口数据走弱、
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收窄等因素也会
对汇市有一定影响，但国内经济修
复前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才是未
来一段时间决定人民币汇率强弱的
主导性因素。”王青补充道。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三日上涨
专家预计12月份将延续上行势头

本报记者 杜雨萌

继 2021 年 12 月 8 日首次突破千
亿级别后，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不仅
再超千亿件，突破这一关口所用的时
间亦有所提前。

12月 1日上午 8时 10分，国家邮
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
示，一箱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发往
厦门市的蜜柚，成为2022年第1000亿
件快件。至此，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比去年提前7天达到千亿件。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
师冯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千
亿件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一方面是随
着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电商覆盖的商
品品类更加全面，居民网上消费保持
高速增长势头，进而带动快递业务量
增长；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业务量的
增长，近年来一些自动化、智能化新
技术被应用到仓储、分拣、运输、配送
等各个环节，整体物流运营效率大幅
提升，这也带动了居民线上消费需求
的持续释放。

除了线上消费的持续快速发展以
及快递行业本身供给效率的改善外，
某券商分析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与当前政策大力支持
县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较大拓宽物
流行业的空间范围有关。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目前，全
国已建设 990 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
中 心 、27.8 万 个 村 级 快 递 服 务 站
点。交邮联运覆盖 2185 个乡镇、1.5
万个村。

在上述券商分析师看来，未来，

在乡村振兴战略加持下，畅通便捷、
经济高效、便民利民的农村物流服
务网络或成为物流行业更大的增
长点。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较去年提前
7天达到千亿件的背后，进一步折射
出网上零售在消费中持续显现出来的
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至
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0575
亿元，同比增长0.6%，比1月份至9月

份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前 10个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7.2%，比 1月份至 9月份加快 1.1个百
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 26.2%，对市场销售增长的拉动超
过1.5个百分点。

一年一度的“双 11”也带动今年
全国网络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星图
数据显示，2022年“双 11”周期（10月
31 日时 20:00 至 11 月 11 日 23:59 时）
全网销售额累计 11154亿元，同比增

长 13.7%。其中，综合电商销售额
9340亿元，同比增长 2.9%；直播电商
销售额 1814亿元，同比增长 146.1%；
新零售销售额 218 亿元，同比增长
10.8%；社区团购销售额 135亿元，同
比增长1.1%。

“‘双 11’购物季带动下，预计 11
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仍将
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冯琳
表示。

网上零售带动作用持续显现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较去年提前7天达千亿件

本报记者 赵彬彬

11月 30日，济南发布 2022年度第
四批次集中供地计划，其中包含 12幅
住宅用地，起拍价约 54.36亿元。除了
济南外，近期包括南京、武汉、苏州、无
锡、长沙等城市已经发布或实施了第五
批次供地计划。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期集中供
地的城市总体基本面不错，潜在房企拿
地意愿比较强。此类城市供地意愿比
较强，也是年底土地市场交易的主力城
市。另外，从供地节奏看，目前在土拍
市场低温运行情况下，多地适时适度调
整集中供地节奏，有助于促进楼市良性
循环。

济南年内最后一次供地

这是济南 2022年第四批次集中供
地，也是今年最后一次集中供地，本次
集中供地将于 12 月 29 日上午在网上
进行。

根据济南市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本次供地
涉及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
和起步区共 13 宗、27 幅地块，出让总
面积约 76.63 万平方米，约 1149.5 亩。
其中，12幅城镇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共
计37.87万平方米，约568亩，起拍总价
约54.36亿元。

10月底，济南完成今年第三批次
集中供地。从结果来看，所有住宅用地
最终均以底价成交。

在严跃进看来，济南本轮土拍还是
有看点的。一方面，近期济南房屋交易
市场在二线城市中表现较好，这对土地
市场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济南整体
地价成本较低，从企业控制成本的角度
来看，济南土地市场有一定优势。

“虽然当前土地市场动力不足，但
是应该也会有不少企业围绕像济南这
样未被透支的城市积极拿地。”严跃进
认为。

多地调整集中供地节奏

今年以来，部分城市调整了供地
节奏，增加供应批次。今年 3月份，济

南将土拍批次由 3批调整为 4批。今
年9月底，长沙市土地推介平台——长
沙供地云通知显示，今后不再按年度
批次推介土地，更改为年度常态化持
续更新推介。

2021年2月份，重点城市土地市场
开启“两集中”模式。当时，按照自然资
源部的要求，重点城市改变原有的分散
式供地模式，开始实行住宅用地集中发
布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出让活动，且原
则上发布出让公告全年不得超过3次。

实施“两集中”制度的有22个重点
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苏州、杭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
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合肥、长沙、沈
阳、宁波、长春、天津、无锡。除上述 22
城外，徐州、西安、南昌、金华、温州等城
市后续也自发加入了“两集中”供地的
队伍。

新规实施一年多以来，我国土拍市
场的“高溢价”得到平抑，房企拿地也更
加透明有序，曾经过热的土地市场明显
降温。

中指院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1
月 24日，根据 22个重点城市各自于今

年上半年发布的市本级2022年全年供
地计划，22城计划供应商品住宅用地
12875公顷，实际供应土地面积7135公
顷，供地计划完成率仅55%。

严跃进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今
年前三批次土拍中，各地土地交易市场
总体是偏弱的，土地交易相对平淡，甚
至还有流拍现象。

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
长张振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
着房地产进入阶段性下行周期，寒意
也传递到了土拍市场，民企无意或无
力拿地、央企国企及城投公司兜底、流
拍率上升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各
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更加灵活的
供应方式稳定市场，有助于促进楼市
健康发展。

另外，楼市的恢复也带动着土地市
场的恢复。张振勇表示，近期金融部门
信贷、债券、股权“三箭齐发”，支持稳地
产一揽子措施在四季度持续加码，显示
出国家维持房地产行业稳定、弥补薄弱
环节、防范风险外溢的决心。不过，当
前楼市正处在恢复过程中，仍需要多方
合力才能促进楼市健康发展。

年末多地发布集中供地计划
济南年内第四次土拍12月底进行

本报记者 包兴安

今年以来，我国打出了一套税费政
策“组合拳”，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新
动能。

“公司作为一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专注于燃油汽车变速器齿轴和新能
源汽车减速器齿轴的研发与生产。”泸
州高新中航传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任礼国表示，“听了税务人员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的税收优
惠新政解读后，公司准备提前购买相关
设备。11月 30日开标了 2600万元的
设备采购项目，预计 12 月初就能付
款。经过初步核算，按照新政今年可以
直接加计扣除2600万元。”

任礼国提到的新政策，是今年9月
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支持企业
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期限截至今年
12月31日。一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在今
年四季度购置设备的支出，允许当年一
次性税前全额扣除并 100%加计扣除，

且地方和中央财政进一步予以支持。
二是在今年第四季度，对现行按75%比
例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行业，统一
提高扣除比例到 100%，鼓励改造和更
新设备。三是对企业出资科研机构等
基础研究支出，允许税前全额扣除并加
计扣除。

任礼国表示，今年以来，税费支持
政策给公司“智造”发展带来了很大
的资金支持。公司先后收到增值税留
抵退税累计 140 余万元，同时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815 余万元，现
在四季度公司采购新设备以后还能享
受当年一次性全额税前 100%的加计
扣除。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3项支持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
策聚焦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
改造费用抵扣和加计扣除，意在鼓励企
业不断加大自身设备升级、扩张技术改
造投入、提高技术研发应用能力，增强

企业发展后劲。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生物技术药物及
创新小分子药物的研发、生产、销售的
企业，同样享受了企业创新减税政策。

“作为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研发费
用在公司总体费用中占相当大的比
重。经过大致测算，我们预计第四季度
公司可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上亿元，
其中得益于最新政策而享受的加计扣
除研发费用约为3000多万元。我们会
把这笔资金投入在药物研发中，进一步
提高公司的科研力和竞争力。”四川科
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余婷说。

在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陈昱成
看来，对于企业创新的减税，打消了企
业对研发沉没成本过高的顾虑，让企业
第一时间享受税收优惠，充分利用减免
的资金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引领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在各项税

费优惠政策支持下，2022年 1月 1日至
11月 10日，全国企业采购设备投资同
比增长 4.9%，比上半年加快 1 个百分
点；高技术行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7.2%，比全部企业高 3.8个
百分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9.8%，比全部企业高 5.4个
百分点。

张依群表示，从目前已公布的数
据看，针对设备更新改造、技术研发投
入的税费优惠政策已经显效，高新技
术企业、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企业的投
资、销售出现较快恢复和增长，成为我
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亮点和未来经济发
展的动力。

“近年来，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我国连续出台了诸多税收优惠政策，保
证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培育壮大了企业
发展动能，激发了企业加大自主技术投
入的热情。未来，需增强相关税费政策
之间的协调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张依
群说。

税费优惠红利加速释放
给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