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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挑大梁”前10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

从多维度数据看制造业发展“新态势”

上证指数：3078.55点 0.75% 成交3385亿元
深证成指：10829.08点 0.69% 成交4198亿元

创业板指：2298.80点 0.46% 成交1293亿元
沪深300：3733.24点 1.13% 成交1963亿元

100美元 716.17人民币
100欧元 742.90人民币

100日元 5.1392人民币
100港元 91.644人民币

□ 数读财经 11 月 28 日 □ 11 月 28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江毅 李倩薇 谢佼

佩戴上一个外观轻巧时尚的项圈，用

一个比普通USB大一些的设备连接电脑，

点开一部电影后，随着影片情节出现森林

画面，一股草木清香立即扑鼻而来；镜头切

换到下午茶时，咖啡、蛋糕、饼干的不同香

味也随之而来。

新奇的体验让参观者纷纷打听在哪里

可以买到产品，这是 11月 26日至 28日在

四川成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

坛上发生的一幕。来自 20余个国家和地

区、包括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0余位国内

外院士在内的 300多名顶级专家学者、企

业家等共同探讨全球前沿科技创新与可持

续发展。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成为本届论坛的

一大主角，涌现出许多新应用场景。将气

味数字化的创意来自杭州一家名为“气味

王国”的科技公司。“企业拥有 140多项专

利，并对3000多种基础气味进行了编码。”

公司负责人秦勇正在成都开拓新业务，“我

们与国内外数十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

数百家影院开展了深度合作，推出了电影、

文旅、零售、演艺等不同应用场景产品。新

研发的便携式数字气味播放器一推出就实

现了数百万元销售额，很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

字经济正在成为新增长点。四川省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方伟

介绍，四川 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9
万亿元。四川正大力推进成都智算中心等

重大项目建设，打造国家级天府数据中心

集群，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数字技术也正在呈现跨界融合发展的

特点，为更多人带去福祉。成都与睿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借助AI技术实现外科

手术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的SurgSmart数字

外科产品。记者在展示现场看到，通过设

备连接，一台外科手术的流畅度、安全性评

分、团队配合等在屏幕上以各种数字指标

展现。

在论坛举办期间，元宇宙概念也得到

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2022年元宇宙装

备正处在快速发展进程中，比如虚拟现实

的头盔采取了新一代技术，体积和重量下

降 40%左右，AR眼镜的重量也降到了 70
多克。”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认为，

“现在动漫和游戏等细分领域很多都在跟

元宇宙结合，企业用户端应用很可能到明

后年会有很大发展。”

硅基大陆（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在论坛

上展示了自己核心的“云游戏”技术。“在网

络带宽足够的条件下可以用手机上很小的

内存就能畅玩大型游戏，对消费终端的限

制大幅下降。”公司技术人员张桁说。

大型企业更关注元宇宙在实体经济中

的应用前景。“元宇宙技术最终仍要落实到

实际应用中，提高人和机器的决策能力、协

作效率。”联想集团副总裁毛世杰说，“联想

把元宇宙定义为公司未来几个新的业务方

向之一。” （新华社成都11月28日电）

今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6%，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3.6%，

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0.4%；目前全

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 4000
个……近期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我国制

造业投资持续升温，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新动能不断积蓄。

筑牢实体经济“压舱石”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

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发力，

企业运行状况得到改善，制造业生产继续

呈现恢复态势。

从利润看，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

数据，前 10个月，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

长 3.2%，增速较 1至 9月份加快 2.6个百分

点，连续 6个月回升。电气机械行业受新

能源产业带动，利润大幅增长近三成。汽

车行业今年以来累计利润首次由降转增。

从企业活力看，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11月 10日，全国

装备制造业采购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

从投资看，1-10月份，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 9.7%。同时，从近期地方发布的数

据看，今年前 10个月，制造业成投资增长

主要拉动力，且不少地方的制造业投资进

度快于预期。

例如，浙江省经信厅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26日，浙江六百余个投资 10亿元以

上的制造业重大项目实现年度投资计划

超过100%，进度快于预期。江苏省工信厅

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450项省级重大工

业项目完成全年计划投资的 95.5%，预计

可提前一个月完成年度目标。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今年前

10个月，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处于2015年

以来同期较高水平，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四成。在制造业投资强有力的

支撑下，工业经济韧性彰显，实现稳定恢

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研究室主任乔宝华

对记者说。

积蓄新动能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23.6%

特别是，前10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呈现

了多个方面增长，反映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看增加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
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比

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

看投资增速——前10个月，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6%，增速比前三季度

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投资、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投资增幅近三成。

看产品产量——10月，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光伏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84.8%、81.4%和69.9%，继续维持高景气。

“纵观多方面数据，尤其是前10个月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领先制造业投资增速

13.9个百分点，反映出高技术制造业是工业

经济稳定增长和动能加快转换的重要引

擎。”乔宝华说。

究其原因，乔宝华认为，今年以来稳工

业一揽子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和专项债加速推进，助推

了投资项目落地。同时我国不断完善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持续激发了企业加大创新

投入的动力。

数字化转型加速
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0.4%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绿色

转型持续深入，制造业技改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

根据地方最新数据显示，1-10月份，山

东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7.3%；滚动实

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11621个，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技术改造的稳投资

作用进一步提升。河北、河南等地前10个月

工业技改投资均呈现两位数增长。

从全国范围看，1-10月份，制造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

投资0.7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占全部制造业

投资的比重为40.9%，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出，技改投资对制造业投资

恢复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建投投资

研究院主任张志前对记者表示，在新技术驱

动下，数字化转型是新产业培育的有效途

径。深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企业降本增效，

还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与此同时，1-10月份，工业软件产品收

入同比增长12.8%；10月份，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4.7%和14.4%；目前全国“5G+工业互联网”

在建项目超过4000个，培育了一批5G全连

接工厂标杆……不同维度的数据折射出制

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

“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制造业的创新与

引领。”张志前说，随着我国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释

放发展新动能。 据《经济参考报》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国际金

融协会的报告发现，尽管第三季度全球

债务规模减少 6.4 万亿美元，降至 290
万亿美元，但新兴市场债务与国内生产

总值（GDP）之比回升至纪录高位。

国际金融协会在最新《全球债务监

测》报告中说，预算赤字增加和经济增

长放缓使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与GDP
之比上升到 254%，与 2021 年第一季度

创下的纪录高位相当。

全球范围内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

持续推高利率和融资成本，政府也增加

开支来支撑经济。

报告还说：“全球主权机构的利息

支出将迅速增加，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以及欧洲新兴市场。”

政策制定者和评级机构警告说，脆

弱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债务压力远

未结束，可能出现更多债务违约。

国际金融协会说，拉美和非洲的这

种依赖程度仍然很高，“使很多国家深

受外汇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主权机构之外，较小企业和较低

收入家庭受借贷成本上升的打击最大。

国际金融协会说：“由于较低收入

家庭和小型企业高度依赖短期融资，它

们受到借贷成本上升的影响尤其严

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世界

投资资金规避风险的倾向加强。资

金涌入安全性较高的投资信托——货

币市场基金（MMF）。

根据美国调查公司新兴市场证券

基金研究公司统计，截至 11 月 16 日，

2022 年下半年 MMF 的净流入额达

2570 亿美元。与同期流入额为 364 亿

美元的股票基金和净流出的债券基

金相比，其受欢迎程度显而易见。

据美国克兰数据公司统计，主要

MMF 的 平 均 收 益 率 已 从 2 月 底 的

0.02%上升至近期的 3.5%。该公司总

裁彼得克兰指出：“银行和证券公司

的存款利率还很低，资金被 MMF 吸

引。”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加息，预计

MMF 收益率将接近 5%，资金将加速

流入。

今年股市大跌，债券价格下跌，原

因是美欧加息，且尚无结束迹象。希

望 规 避 风 险 的 投 资 者 将 资 金 投 向

MMF，这也是重要因素。

资金向 MMF 集中，会带来破坏金

融体系稳定的风险。与 MMF 余额增

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的资金

水平正在下降。以银行为主要参与者

的短期金融市场吃紧，利率可能飙升。

作为金融紧缩政策的一环，美联

储正在推动量化紧缩，同时谋求减少

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流通的资金。

市场人士警惕的是 2019年秋季的

情形重演。当时，美联储压缩资产导

致银行资金短缺，短期金融市场利率

飙升。驻纽约的日资金融机构人士指

出：“银行总体要有多少准备金才能让

市场交易平稳进行，尚无法看清。”

数字技术正加速改变生活
——第四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观察

新兴市场债务比升至纪录高位

世界投资资金避险倾向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