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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增强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抵御风险能力 

央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布了《全球系统重要

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并自2021年12月1

日起施行。 

办法通过对总损失吸收能力定义、构成、指标要

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规范，将进一步

增强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办法规定，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加权

比率应于2025年初达到16%、2028年初达到18%，杠杆

比率应于2025年初达到6%、2028年初达到6.75%。同时，

在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要求的基础上，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满足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

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等缓冲资本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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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今日重点要闻 

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到2025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举措更加

硬化实化细化，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效。方案要求，坚决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大力推

进节粮减损科技创新。强化依法管粮节粮，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制定粮食

安全保障法。探索粮食损失浪费调查评估方法，建立粮食损失浪费评价标准。【新华社】 

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增强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央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

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并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办法通过对

总损失吸收能力定义、构成、指标要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规范，将进一步增强我国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办法规定，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加权比率应于

2025年初达到16%、2028年初达到18%，杠杆比率应于2025年初达到6%、2028年初达到6.75%。【新

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统计局：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收缩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扩张。国

家统计局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受电力供应仍然紧张、部分原材料价格高位上涨等因素影

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位于收缩区间；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2.4%，虽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表明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

但力度有所减弱；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0.8%，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总体扩张步伐有所放缓。【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监会：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制度规则正式发布。证监会30日发布北

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再融资、持续监管三件规章以及相关的十一件规范性文件；同时，为做好

制度衔接，进一步丰富全国股转系统融资工具，配套修改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两件规章，制定了

挂牌公司定向发行可转债两件内容与格式准则。上述规章、规范性文件将于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

【新华社、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各国将继续维

持经济复苏，避免过早退出支持措施，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和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防范下行风险和负

面溢出效应。各国将推动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接种战略建议的全球接种目标，即到202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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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至少40%的人口接种、到2022年年中70%人口接种。各国仍然承诺《巴黎协定》目标，将全

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也将其

作为实现2030年议程的手段之一。【新华社】 

人事动态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邓小刚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任命赵军宁为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任命吴孔明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副部长级）；任命李邑飞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

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免去游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熊茂平的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职务；免去唐华俊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免去王君正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职务。【新华社】 

楼阳生当选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9日选举楼阳生

为省委书记，王凯、周霁为省委副书记。【新华社】 

林武当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9日选举林武为省

委书记，蓝佛安、商黎光为省委副书记。【新华社】 

政策动向 

最高法：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制。最高法29日公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

制，依法严惩平台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破坏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切实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新华社】 

审计署：二季度重大政策落实较好，但部分问题依然突出。审计署29日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

度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有关部门和地区扎实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但个别地区仍然存在薄弱

环节，拖欠企业账款、违规申领补贴、资金分配下达不及时等问题仍需加强整改。【新华社】 

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七部门29日发布《关

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国新建或改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公园，

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体育公园成为全民健身的全

新载体、绿地系统的有机部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标志。【上海

证券报】 



 

5 / 14 

发改委：预计明年继续安排2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各地健身场地项目建设。国家发

改委就推进体育公园建设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今年6月，

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亿元，支持各地建设了一批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

场、社会足球场地、健身步道、户外运动设施等健身场地项目。【中国证券报】 

发改委牵头建立西部大开发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上海证券报】 

发改委组织召开横琴、前海方案动员部署会议。会议要求，要健全横琴合作区粤澳共商共建

共管共享的新体制，进一步深入研究优势领域、细分产业，在产业、人才、财税、金融、进出口等

重点领域实化细化各项创新政策举措。【证券时报】 

两部门：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延缓缴纳，延缓期限为3个月。国家税务总

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自

11月1日起施行。【中国证券报】 

自然资源部：《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将印发。【上海证券

报】 

生态环境部将印发实施《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在实施范围上，

考虑各地秋冬季大气环境状况和区域传输影响，2021-2022年秋冬季攻坚范围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和汾渭平原城市的基础上，将增加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

部分城市。【中国证券报】 

教育部等六部门部署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日前，教育部、中宣部、中

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

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华社】 

国家网信办就《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上海证券报】 

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等公开征求意见。【上海证券

报】 

我国首个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争议的商事调解规则发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

商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规则》10月29日发布，11月1日实施。【新华社】 

北京市税务局：多项创新举措支持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上海证券报】 

上海市委常委会：举全市之力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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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报】 

江苏提出“十四五”基本实现“3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目标。《江苏省“十四五”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已于近日发布实施。【新华社】 

经济动态 

发改委、央行公布第三批34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34个地区分别为：天津市滨海

新区，河北省邢台市，辽宁省大连市、营口市，吉林省四平市，上海市徐汇区、普陀区，江苏省常

州市、淮安市、扬州市、昆山市，浙江省宁波市、湖州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丽

水市，山东省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德州市、新泰市，河南省漯河市、南阳市，湖北省荆门市，

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重庆市巴南区、江津区、铜梁区，云南省保山市，陕西省延安市。

【上海证券报】 

国家税务总局：前三季度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达970.3万户，较2020年、2019年同期分别

增长16.1%、24.8%，两年平均增长11.7%。【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前三季度各地小微企业通过“税银互动”获得贷款465.6万笔，贷款金额

11979.6亿元。【上海证券报】 

外汇局：9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959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3682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23亿元。按美元计值，9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45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7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2亿美元。【新华社】 

统计局：前三季度文化企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营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据对全国6.4万

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前三季度，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4205亿元，同比增长

21.8%；两年平均增长10.0%，比2019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速加快2.4个百分点。【上海证券报】 

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再创新高，达到242.6，比上年

增长6.4%。【上海证券报】 

国家邮政局：前三季度实现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9815.4亿元和9279.3亿元，分别增长29.3%

和18.7%，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2.2和5.1个百分点。【证券时报】 

国铁集团：前三季度实现收入7862亿元，同比增加863亿元；净亏损698亿元，同比减亏89

亿元；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101.7亿元，投产新线1611公里，其中高铁610公里。【新华社】 

首列中欧班列“进博专列”29日抵达上海。【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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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接近6.5%。【新华社】 

香港本财政年度前6个月的赤字逾1100亿港元。香港本财政年度前6个月的整体开支为3160

亿港元，收入为2003亿港元，赤字1157亿港元。【新华社】 

香港贸发局组织参展今年进博会的港企同比增27%。【新华社】 

重庆：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前三季度，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5.8

亿元、同比增长1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43.5亿元、同比增长2%。【新华社】 

浙江实现存量“僵尸企业”清零。【新华社】 

产业聚焦 

发改委：个别地区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已有效缓解。针对我国个别地区柴油供应偏紧的情况，

组织石油企业增加供应，目前已有效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局面。【中国证券报】 

发改委：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数据系统将于11月初正式上线。【证券时报】 

发改委对煤炭等能源价格指数行为启动评估和合规性审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煤炭生产成

本大幅低于目前煤炭现货价格，煤炭价格存在继续回调空间。【证券时报】 

发改委：电厂存煤预计3日内超过1.1亿吨，可用天数达到20天。国家发改委表示，煤炭保供

稳价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煤炭供需形势明显好转。按近期供煤水平测算，电厂存煤预计3日

内可超过1.1亿吨，可用天数达到20天，为确保电力安全供应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证券报】 

工信部：区块链标委会要为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第一届全国区块链和

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区块链标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29

日在京召开。【证券时报】 

工信部召开规范电脑PC端应用软件弹窗信息骚扰用户问题行政指导会，强调不得以“默认同

意”等方式强制用户接受产品自启动进行弹窗或提供相关服务，要为用户提供清晰、有效、显著的

弹窗信息关闭选项。阿里巴巴、腾讯、百度、360、金山软件、爱奇艺、鲁大师、迅雷等企业代表

参会。【工信微报】 

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有序开工。10月中下旬，内蒙古、甘肃、

青海、宁夏4省区集中组织开工了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主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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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近3000万千瓦，拉开第一批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项目开工序幕，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我国坚

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新华社】 

农业农村部部署抓好秋冬蔬菜稳产保供。农业农村部要求，推动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统筹调节生产、流通和消费，保障大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重要蔬菜产品自给率和蔬菜产品质量安

全，确保充足的应急蔬菜储备，切实稳定市场和价格，保障秋冬季特别是元旦、春节和冬奥会期间

蔬菜供应。【新华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开展国家储备成品油年度轮换工作。【证券时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湖南局29日正式挂牌成立。【新华社】 

山西力争2025年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50%，发电量占比达到30%。【新华社】 

我国单体容量最大海上风电项目首个标段主体工程完工。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承建的启东海上

风电H3标段最后一台风机30日顺利安装。【新华社】 

中石化与京东集团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拓展新能源领域合作空间。【上海证券报】 

宝钢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21,590百万元，同比增长174.53%。【上海证券报】 

包钢股份：三季度净利润1,013,543,670.77元，同比增长1119.57%；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3,777,877,172.10元，同比增长2159.81%。【上海证券报】 

华为：前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4558亿元；净利润464.92亿元，净利润率10.2%；销售收入6713

亿元。【上海证券报】 

中汽协：前三季度汽车制造业累计实现利润3799.7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比1-8月回落

4.3个百分点，预计10月后利润可能呈现负增长。【中国证券报】 

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润成倍增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贾明

星29日表示，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60.7亿元，同比增长139.2%。

前三季度，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为4842.1万吨，同比增长7.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3.1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5.3%。【新华社】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1-9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20.8亿吨，同比增加7749万

吨，增长3.9%。排名前10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15.8亿吨，同比增加9269万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

煤产量的53.9%。【证券时报】 

戴姆勒：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245.82亿欧元，同比增长16%；净利润106.5亿欧元，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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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亿欧元。【证券时报】 

淡水河谷：三季度铁矿石产量达近9000万吨。【中国证券报】 

市场观察 

央行29日开展2021年第十期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本期操作量为50亿元，期限3个月。

【中国证券报】 

财政部将于11月10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为40亿欧元，期限分别为3

年、7年和12年。【证券时报】 

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修订主要涉及3个方面内容：一是

规定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机构，二是明确和完善有关监管安排，三是明确部分条款的适用安排。

【上海证券报】 

证监会就《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上海证券报】 

北交所正式发布上市与审核4件基本业务规则及6件配套细则和指引，自2021年11月15日起

施行。【新华社】 

证监会就进一步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披质量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就《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

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督促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撰写与编制高质量的招股说明书。【新华社】 

证监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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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要求，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循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沟通交往的规定，

引导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对实践中一些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明确予以禁止。【上海证券报】 

证监会核发富佳实业IPO批文。【中国证券报】 

最高罚款逾500万元，外汇局严查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国家外汇管理局29日公开通报10

起地下钱庄交易对手案例，涉及2020年至2021年外汇局处罚的2家企业和8名个人，案件最高罚款金

额达538.4万元人民币。【新华社】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部基地在武汉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正式启用。【中国证券报】 

新三板精选层公司本周增加2家，由66家增至68家。【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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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时罗素公司10月29日正式将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中国央行对此表

示欢迎，这充分反映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金融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截至9月

末，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达3.9万亿元人民币。【证券时报】 

中证协：证券行业促进乡村振兴公益行动正式启动。52家证券公司签署《证券行业促进乡村

振兴公益行动发起人协议》，首期承诺公益投入3.3亿元。【上海证券报】 

中银协《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21）》：截至2020年末我国城商行总资产达41.1万亿

元，同比增长10.2%，较2019年末上升1.7个百分点。【新华社】 

进出口银行：截至今年9月末已完成纾困贷款资金投放871亿元。【新华社】 

河南：农发行河南省分行100亿元政策性信贷资金支持秋粮收购。【新华社】 

中国大唐与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证券时报】 

工商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120.93亿元，同比增长6.97%；净利润2518.21亿元，同

比增长10.12%。【上海证券报】 

建设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244.05亿元，同比增长9.27%；净利润2321.53亿元，增

长12.79%。【上海证券报】 

中国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收4558.97亿元，同比增长5.95%；股东应享税后利润1635.23亿

元，同比增长12.22%。【新华社】 

交通银行：三季度实现净利润64,360百万元，同比增长22.10%。【上海证券报】 

江苏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收467.94亿元，同比增长24.70%；净利润156.04亿元，同比增

长30.5%。【上海证券报】 

浦发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34.84亿元，同比减少3.53%。净利润415.36亿元，同

比减少7.17%。【新华社】 

民生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06.35亿元，同比下滑8.85%；净利润354.87亿元，同

比下滑4.93%。【上海证券报】 

华夏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24.93亿元，同比增长2.6%；净利润161.95亿元，同比

增长14.70%。【上海证券报】 

北京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98亿元，同比增长3.24%；净利润182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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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上海证券报】 

南京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03.02亿元，同比增长20.99%；净利润123.44亿元，同

比增长22.36%。【上海证券报】 

上海农商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81.52亿元，同比增长8.87%；净利润76.68亿元，同

比增长21.66%。【上海证券报】 

重庆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1.88 亿元，同比增长13.2%；净利润42.16亿元，同比

增长5.3%。【新华社】 

贵阳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9.22亿元，同比减少6.69%；净利润43.51亿元，同比

增长2.01%。【新华社】 

郑州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4.35亿元，同比下降4.51%；净利润33.32亿元，同比

增长1.19%。【中国证券报】 

青岛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1.88亿元，同比下降2.75%；归母净利润24.18亿元，同

比增长20.45%。【中国证券报】 

苏州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0.95亿元，同比增幅2.25%；净利润24.62亿元，同比增

幅17.12%。【上海证券报】 

齐鲁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1.71亿元，同比增长22.49%；21.35亿元，同比增长

14.24%。【新华社】 

西安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07亿元，同比增长3.07%；净利润20.3亿元，同比增

长1.97%。【上海证券报】 

无锡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2.46亿元，同比增长13.08%；净利润11.95亿元，同比

增长19.32%。【上海证券报】 

紫金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08亿元，同比减少5.57%；净利润11.89亿元，同比增

长2.62%。【上海证券报】 

江西银行“精准滴灌”扶持小微企业。截至10月底，江西银行已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483

亿元，累计支持江西省小微客户近13万户。【新华社】 

无锡银行拟定增募资不超20亿元，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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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前三季度实现保费收入5534.37亿元，同比增长1.8%；营业收入7277.11亿元，

同比增长5.2%；净利润485.02亿元，同比增长3.0%。【中国证券报】 

中国人保：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527.10亿元，同比下降0.1%；净利润207.75亿元，同比

增长10.9%。【中国证券报】 

中国太保：前三季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014.60亿元，同比下降0.3%；净利润226.86亿元，同

比增长15.5%。【上海证券报】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责任投资（ESG）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证券报】 

中期协：1-10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213.33百万手，累计成交额为485.6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1.10%和44.56%。【上海证券报】 

银联商务接入数字人民币互联互通平台，并在试点地区完成商户的首单交易。【中国证券报】 

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在上海成立。由18家财险公司组建。【新华社】 

国家电投成功落地银行间市场首单类REITs，为所属广东公司引入权益资金25亿元，降低资

产负债率超过十个百分点。【证券时报】 

沃尔沃汽车29日在斯德哥尔摩证交所挂牌上市。【新华社】 

数据发布 

央行：三季度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速回升。央行29日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

示，三季度末，我国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21.26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季末高

0.3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余额43.62万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季末高2.7个百分

点，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05万亿元，同比增长24.1%，增速比上季末低1.7个百分点【新

华社】 

央行：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放缓，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长。央行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

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1.4万亿元，同比增长7.6%，低于各项贷款增速4.3个百分点，比上

季末增速低1.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3.03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18.1%，占比较上季末

下降0.8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水平低7.3个百分点。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4.78万亿元，

同比增长27.9%，比上季末高1.4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6.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2.74

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98和2.91万亿元，合计占绿色

贷款的66.9%。【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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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9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19.86万亿元（等值3.07万亿美元）。其中，银行对客户

市场成交3.09万亿元人民币（等值0.48万亿美元），银行间市场成交16.77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6

万亿美元）；即期市场累计成交7.7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2万亿美元），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12.09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87万亿美元）。1-9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74.1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26.92万亿美元）。【上海证券报】 

全球宏观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卫生部长决定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疫情。【新华社】 

拜登签署短期延长高速公路拨款协议。拜登31日签署了一项由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短

期延长高速公路拨款的协议。【央视新闻】 

美欧宣布就解决钢铝关税争端达成协议，取消3年前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的部分

关税。双方将采取联合措施，重新建立跨大西洋钢铁和铝贸易，加强在钢铝行业伙伴关系。双方还

计划首次就解决碳排放强度和全球产能过剩的全球性安排进行谈判。【新华社】 

欧元区经济三季度环比增长2.2%，同比增长3.7%；欧盟GDP环比增长2.1%，同比增长3.9%。

数据显示，三季度，奥地利、法国、葡萄牙经济表现相对更好，GDP环比增幅分别达到3.3%、3.0%

和2.9%。【新华社】 

欧元区通胀10月再创新高。欧盟统计局2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供

应链瓶颈等因素影响，10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年率计算达4.1%，创13年新高。【新华社】 

德国经济第三季度环比增长1.8%。【新华社】 

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10月31日开始投票。【新华社】 

马来西亚2022年财政预算公布，为该国有史以来最高。马来西亚2022年财政预算的总开销是

3321亿林吉特（约合80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3%。【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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