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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 联合公告》称同意开

展“债券通”业务，正式启动时间将另行公告。“债券通”初期先开

通“北向通”，未来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北向通”没有投

资额度限制。“债券通”是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

基础设施机构连接，买卖两个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北向

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

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投资于

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南向通”，即境内投资者经由两地基础设施

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就“债券通”

的推出背景，央行称，近年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

加深。2016 年人民银行发布 3号公告，进一步拓宽了可投资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类型和交易工具范围，取消了投资额度限制，

简化了投资管理程序。但与其他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市场相比，仍需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开放。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始终保持良好互动，联

系不断深化，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在此背景下，以两地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实现内地与香港“债券通”，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推动

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的重要举措。就推动“债券通”具有的积极意义，

央行在答记者问时称，第一，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债券通”以香港为节点，连接起中国内地与多个不同经济体

市场与投资者，可进一步强化香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中的桥头堡地

位，有利于增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中的竞争力，维护香港的长期繁

荣稳定。第二，有利于加强内地和香港合作。“债券通”的推出，将

促进两地在监管执法合作、投资者保护、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等方面紧密沟通、加强协调，实现双赢甚至多赢效果。第三，有利于

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债券市场开放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已进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未来将有更多人民币

资产配置的需求。“债券通”将会进一步丰富境外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增强投资者信心，有利于在开放环境下更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而对

我行来说，“债券通”业务的开展意义重大。一是此次借助债券通契

机，有利于提升我行市场份额，树立人民币大行的良好形象，打造我

行在国际同业中的口碑和影响力。二是随着银行间市场对外开放力度

的加大，原有的银行间代理业务模式将受到冲击，通过拓展境外交易

对手，做大做市业务规模，债券通有望成为我行新的盈利增长点。三

是通过总分联动，结合我行的金融市场业务优势，有望增加香港分行

托管规模，有利于托管服务进一步提质增效，与国际接轨，提升我行

托管业务的国际影响力。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083 0.98% 1.0456

USD/JPY 113.12 -0.59% 117.33

AUD/USD 0.7426 0.18% 0.7176

USD/CNY 6.8897 -0.1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8.66 -0.39%

铜期货 2 5611 -0.04%

大豆期货 3 976.25 1.14%

现货黄金 1237.24 0.52%

注：1.NYMEX近月期货；2.LME3个月期货；3.CBOT
近月期货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

图.回购利率走势

期限 昨日(%) 日变动（BP）
R01D 2.7847 7.8

R07D 3.2008 6.46

R14D 3.5938 -16.27

HIBOR 隔夜 2.1989 -6.71

HIBOR 七天 2.9365 -35.48

图.债市收益率走势

期限
国债

收益率

日变化

BP

3A企业债

收益率

日变化

BP

1年 3.4883 1.74 4.5961 -0.68

3年 3.6057 0.49 4.9719 4.97

5年 3.6454 1.95 5.0144 -0.56

7年 3.6496 1.00 5.0122 -0.26

10年 3.6225 1.25 5.0129 0.04

10 年

美债
2.326 -1.7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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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上一交易日央行开展 1500 亿 7 天期和 400 亿 14 天期逆回购

操作，逆回购到期 400 亿元，叠加 1795 亿 6 个月的 MLF 到期，当日净回

笼 95 亿。资金面继续维持宽松局面，各期限资金利率小幅走高。银行间

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78%（8BP），7 天成交均价 3.2%（6BP），14 天成

交均价 3.59%（-16BP）。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3.52%，7 天成交均

价 3.34%。线下资金方面，7-14 天报在 4.4%-4.7%，1M 报在 4.4%-4.6%，

3-12M 报在 4.8%-5.1%左右，中长端小幅上行。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持续宽

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利率定盘于 2.2%，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7bp，7

天期定盘于 2.94%，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35bp。

债券市场：上一交易日国开行招标发行 1、3、5 年期固息债，加权中标

利率分别为 3.92%、4.26%和 4.31，投标倍数分别为 2.84、3.73 和 3.87

倍，需求较好。昨日晚间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通知要求银行理

财资金购买各类资产管理计划必须穿透登记底层资产，虽然是前期政策

的延续，但是收益率受此影响有所上行；后续国开债一级招标结果表明

短端需求较好，二级市场现券收益率跟随下行。午后爆出北京银监局要

求各法人机构登记与中国农业银行之间开展理财业务的情况排查，脆弱

的市场情绪再次受此波及，现券收益率小幅走高，市场信用债抛盘增多。

全天来看，利率债短端下行 1-2bp，中长端上行 1-3BP。国债期货 10 年

期主力品种 T1709 下跌 0.17%。信用债成交基本高于估值 3-6BP，1.93

年 16 中石油 MTN002 成交在 4.74%。截止今晨 6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成交在 2.33%。

外汇市场：上一交易日，欧元区公布一季度 GDP 增长同比初值为 1.7%，

符合市场预期；同时，马克龙在法国大选中获胜，他寻求加强与德国的

关系令欧洲融合进一步深化的预期升温，也帮助提振欧元。欧元兑美元

震荡走高，刷新去年 11 月 9 日美国大选以来新高。美元方面，美国 4月

新屋开工及营建许可不及预期，数据发布后，美元指数延续先前跌势。

美国政局事务不断显示出动荡，特朗普“泄密门”持续发酵，投资者担

心特朗普总统上周向俄罗斯官员透露高级机密信息的报道，可能会有进

一步的政治不确定。上一交易日，欧元兑美元报收于 1.1083，上涨 0.98%。

美元指数下跌 0.73%，报收于 98.21。人民币方面，“一带一路”峰会结

束，市场料会将焦点重新落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上，以期寻找 6月美联

储加息线索；离岸人民币连升一周，也明显缓和了市场贬值预期。上一

交易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上涨 0.11%，报收于 6.8897。

商品市场：上个交易日 WTI 原油期货跌幅 0.39%，报 48.66 美元/桶；布

伦特原油期货跌幅 0.33%，报 51.65 美元/桶，这主要由于国际能源署在

报告中发出警告称，即使延长 OPEC 减产协议也难以使得全球原油市场恢

复供需平衡。黄金方面，美国 COMEX 6 月黄金期货涨幅 0.5%，报 1236.4

美元/盎司，这主要由于美元走软提振国际金价。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央行等多部委联合发文，要求推动地方政府为中小

企业开展政府采购项下融资业务提供便利，支持政

府采购供应商依法依规开展融资；加大对积极参加

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政策支持，提高企业融资

便利度。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多

项扶持政策，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作为普惠金融的

重要载体，商业银行应加快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精准发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商业银行应构建综合

化、差异化、有梯度、有深度的金融制度和产品供

给，精准落实金融服务举措。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和“三农”企业提供投行业务服务，支持其通过

上市、发债、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资。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在全球进行网

络袭击，俄罗斯电脑系统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国

家安全局：勒索赎金的代码不是由 NSA 的工具开发

出来的，这种工具是由犯罪方开发的，也就是潜在

的罪犯或外国国家。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包含大范围调整

的税改可能无法在参议院通过；乐意重新审视多德

•弗兰克法案，但需要民主党的参与。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欧洲经济回暖，通胀或将缓慢回升。昨日欧元区公

布一季度 GDP 同比初值为 1.7%，符合市场预期，

显示经济回暖迹象。相比之下，欧元区通胀压力依

旧较弱，因此，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避免通货紧缩，

欧洲央行决定将零利率政策延长一个月，并且维持

其债券购买的刺激计划。北京时间今日 17:00，欧

元区将公布 4月份 CPI 和核心 CPI 同比终值，市场

预期值分别为 1.2%，前值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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