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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在正式发布 2019 年展望之前，高盛率先向市场透露了部分
对明年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前景的
看法。11 月 6 日~8 日，高盛 2018 年中国投资论坛在深圳举行，
期间高盛亚洲资深宏观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邓敏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高盛对于 2019 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为 6.1%，相
较 2018 年预估 6.6%的增速有所放缓。
据 《第一财经》

200%
泰国落地签免费的消息终于落实，该消息公布仅仅一日，
在线旅游平台上泰国游的搜索量竟足足增长了 200%。
11 月 6 日，泰国国家移民局官方微博转发信息称：“11 月 6
日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总理副秘书长普提蓬先生作为总理府发
言人正式对外宣布，今日的内阁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对 21 个国
家和地区的游客暂时免除落地签证费用的措施，包括中国大陆
和中国台湾地区。时间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始到 2019 年 1 月 31
日结束。
据 《证券时报》

339 亿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贬值并一度逼近“7”关口，外汇储
备也随之出现三连跌。
中国人民银行 11 月 7 日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表”显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30530.98 亿美元，环
比下降 339.27 亿美元。
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外汇储备曾
在 6 月和 7 月意外实现两连升，但从 8 月开始连续第三个缩水，
且缩水幅度逐渐扩大：从今年 8 月起，外汇储备单月分别减少了
82.3 亿美元、227 亿美元和 339 亿美元，截至今年 10 月末，外汇
储备余额已经降至 2017 年 4 月来新低。
据澎湃

165 亿
在停牌 489 天后，11 月 7 日，万达电影迎来复牌后第三个跌
停，报 25.19 元/股，市值 443.7 亿元，较 2017 年 7 月停牌前市值
近 609 亿元缩水 165 亿。
三季报数据显示，市场上共有 46 只基金重仓万达电影，共
持仓 1620 万股，占流通股比例 0.95%。其中，由于流通受限，创
金合信鑫收益 A、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两只基金被动超限，分别
持有万达电影占净值比 56.33%和 10.81%。
据蓝鲸财经

11 家
截至 11 月 7 日，20 家 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全年业绩预告，
11 家预喜。部分中小房地产企业迫于资金压力，无新增土地和
新开工项目，逐步退出市场。在 54 家披露了全年销售目标的房
企中，8 家公司 1~10 月份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13 家公司
的完成率低于 70%。业内人士表示，2018 年以来，房地产行业融
资成本高企，龙头企业也未能幸免。境内发债渠道紧缩受限，
公司债发行主体多为港股上市房企；同时，境外发行公司债利
率普遍超过 8%。
据 《中国证券报》

1.6%
今年进入 7 月以来，我国汽车业已经连续 3 个月同比销量下
滑，从乘联会获取截止到 10 月 26 日的数据显示 10 月销量下滑无
疑。野村证券此前分析，中国乘用车市场将出现自 1990 年代以
来的首次年度销量下滑，预计全年将下降 1.6%，四季度销量将
下滑 7.5%。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此前表示，从目前形
势来看，产销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低增长恐怕是
未来发展的一个常态。
据 《证券日报》

2018 宁波互联网年度总评榜评选启动
以“网聚正能量，‘甬’抱新时代”为主题的“2018 宁
波互联网年度总评榜”评选活动于今天正式启动。
“2018 宁波互联网年度总评榜”活动的指导单位是宁波
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办），由宁波市互联网发展联合会、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主办，宁波报网传
媒、宁波都市传媒等单位共同承办，旨在表彰 2018 年来在
宁波互联网相关领域业绩显著、对行业具有深刻影响力乃
至改变格局的互联网品牌、企业及创业者和活动，以及感
动宁波的网络故事、人物。
活动将围绕自媒体二十强、网络好故事、网络文创案
例、网络创业先锋这四个类别展开，评选将通过专家评
审、市民投票、第三方机构调查等方式产生最终结果，最
后评选出 2018 宁波自媒体二十强、2018 宁波网络好故事和
2018 宁波网络好故事提名各若干个、2018 宁波网络文创案
例若干件、2018 宁波网络创业先锋和 2018 网络创业先锋提
名各若干位。
自媒体评选范围包括微博、微信公众号、APP、抖音号
等类别。自媒体必须要有一年及以上的运营时间方可参加
评选。
网络故事的评选范围分为文字类、图文类和影音类，
凡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底之间，在网络上首次被挖掘并
予以传播的好故事均可申报参评。
网络文创案例的评选范围包括创意设计类、数字创意
类、IP 开发类和营销策划类。凡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文创
产品，借助互联网+，彰显宁波地方文化元素，体现宁波文
化底蕴，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网络文创案
例皆可参加。
网络创业先锋的评选对象要求必须为在宁波注册的电
子商务企业一年以上，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占企业股权
30%以上的，从事行业与互联网产业相关联的创新企业创始
人或负责人。
本次评选活动的报名方式为 3 种，分别是通过各单位推
荐、自行报名或网民推荐。参加评选的申报者应按要求填
写申报表并于 11 月 25 日前发送到活动组委会指定邮箱，申
报表统一下载网址为中国宁波网:http://nb8185.cnnb.com.
cn/html/292/1046/2051/2052/2018/1101/920980.html
据悉，2018 年 12 月底，对本次评选活动的结果进行发
布。
记者 殷浩 通讯员 方琦 倪建飞

余姚税务三大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轻装上阵”
今年以来，为帮助民营企业应对各种压力，余姚税务
局通过出台多项举措，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为民营企业
发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如已全面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
留抵税额一次性返还、小微企业优惠扩围、加快出口退税
速度、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等一系列减税降费
政策，1-10 月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税费 27.75 亿元，
办理出口退税 40.8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优惠政策受惠面达
到 100%。在优化服务方面方面，创新推出“双向预约，错
峰办税”等 10 余项个性化服务，变“排队办”为“预约
办”、“多次跑”为“一次跑”，平均减少办税时间 50%以
上。1-10 月共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办理贷款 483 笔,总金
额达 12649 万元，平均每笔金额达 26.19 万元,有效缓解了
民营企业的流动性紧张，有力增强了小微企业发展信心。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王炎军 胡海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