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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月 16 日，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了 2017 年全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关

情况；外资司负责人介绍了 2017 年全年我国吸收外资有关情况。对外投资方

面，2017 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36 家境外

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1200.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4%，

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85.9亿美元，

同比增长 5.8%；新签合同额 265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对外劳务合作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52.2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8 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

人员 97.9 万人。2017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为限制开展的境外

投资。据报道 2017 年全年这些行业没有新增项目。2017 年对外投资合作主

要呈现五个特点：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二是对

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三是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境

外融资比例高；四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五是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促进我国与东道国共同发展。吸收外资方面，

2017 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5652 家，同比增长 27.8%；实际使用外

资 8775.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9%，实现平稳增长。12 月当月，全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837 家，同比增长 36.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39.4 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 9.2%。吸收外资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外商投资环境持

续优化；二是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是外资区域布局持续优化。过去五

年，对外投资合作实现了新发展新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

对外承包工程大国地位巩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走出去规模不

断扩大，质量和效益逐步提升，互利共赢取得突出成效。我国围绕探索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管理体制实现重大变革，利用外资规模稳定增长，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展

望未来，我国将从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迈进，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拓展开放的范围和层次，预计 2018

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监管政策监管政策跟踪跟踪

昨日银监会发布《关于印发<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的通

知》。银监会称，及时更新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法，能够更加充分

地捕捉衍生工具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波动和增长。在资本计量方面，《通知》

体现了匹配性要求，商业银行应开发和实施与本行规模、业务复杂度和风险

状况相适应的计量方法。目前，我国开展衍生工具业务的银行数量有限，大

部分银行业务量较小。考虑到《通知》规定的计量方法对商业银行风险计量

和系统开发提出较高的要求，《通知》提出，衍生工具业务规模较大或在银

行业务中占比较高的银行，应实施《通知》的计量方法，其余银行可继续实

施现行计量方法。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226 -0.03%

USD/JPY 110.45 -0.08%

AUD/USD 0.7961 -0.05%

USD/CNY 6.4366 -0.08%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3.73 -0.89%

铜期货 2 7078 -1.83%

大豆期货 3 968 0.78%

现货黄金 1338.4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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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5 1.03

R07D 3.4043 -2.49

R14D 4.1786 1.36

HIBOR 隔夜 3.0879 65.94

HIBOR 七天 3.4237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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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8 1.53 5.0159 -0.86

3年 3.6630 -1.09 5.2940 -0.48

5年 3.8716 0.68 5.4454 -0.57

7年 3.9007 0.94 5.5154 1.39

10年 3.9596 0.50 5.5485 0.68

10 年

美债
2.539 -1.10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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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进行 16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1500 亿元 14 天期

逆回购操作、100 亿元 63 天期逆回购操作。昨日共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

期，当日净投放 2700 亿元。由于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对冲税期资金需求，

资金面较前一交易日略微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92%，7 天成

交均价 3.40%，14 天成交均价 4.18%。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3.45%，

7 天成交均价 3.87%。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较前一交易日总体略有收紧，香

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于 3.09%，上行 25bp；7 天期定盘于

3.42%，下行 3bp。

债券市场：国内一级市场方面，上午国开行续发 1 年、3 年期金融债，

规模分别为 70 亿、90 亿，加权中标利率分别为 4.19%、4.76%，1 年期

基本与二级市场持平，3 年期利率高于二级市场，投标需求一般。二级

市场，银监会 4号文发布后，市场处于严监管的大环境下，市场情绪较

为悲观，但是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下，市场资金面有所缓解。多空交织

下，市场在高位窄幅震荡，下午一些基金、券商自营等交易盘的止损盘

出现，170215 收益率上行 1bp 左右。全天来看，利率债整体窄幅震荡，

短端略微下行 0.5bp 左右，中长端上行 1bp 左右。具体来看，1 年期国

债成交在 3.575%，下行 0.5bp；3 年期国债成交在 3.65%；5 年期国债成

交在 3.86%，与前一交易日持平；7 年期国债当日无成交；10 年期国债

成交在 3.955%，下行 0.5bp；10 年期国开债 170215 收于 5.0525%，上行

1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803 走势与现券基本一致，

全天收跌 0.07%。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上行 10-15bp，121 天 17 三

峡 SCP002 成交在 4.75%；中票收益率上行 1-3bp，3.19 年 16 三峡 MTN001

成交在 5.23%。截止今日凌晨 6点，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539%。

外汇市场：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结束四连跌走势。日内受到德国执政

联盟谈判和欧央行动向的影响，欧元短线波动剧烈。媒体称欧央行不会

太快调整政策立场，欧元跌破 1.22 关口。但随后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表

示，在 2018 年结束 QE 将是合适的，欧元随即展开反弹，仍在三年高位

附近徘徊。欧元兑美元下跌 0.04%，报 1.2260。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

上涨 0.01%，报 90.4683。人民币方面，前日人民币即期汇率续创 2015

年 12 月以来新高。近期对欧洲的乐观预期提振欧元走势，美元指数偏弱

运行，助力人民币维持强势。人民币汇率指数的走势较为稳定，2017 年

四季度以来在 94.3 至 95.3 的区间内运行，目前国内经济企稳，对人民

币汇率形成有力支撑，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稳中有升。上一交易日，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涨 0.08%，报收于 6.4366。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二收跌 0.57 美元，报 63.73 美元/桶；布

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1.11 美元，报 69.15 美元/桶。投资者锁定获利令油价

适度下挫，不过市场情绪整体偏向看多以及美元维持弱势均限制着油价的

下行空间。国际现货黄金周二短线上涨后受美元触底反弹的影响，盘中出

短线跳水，但最终收复了全部跌幅，收于 1340.16 美元/盎司。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央企、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2018 年要着力抓

好八个方面重点工作，包括努力推动国有企业效益

实现稳定增长，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进一步提高，

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着力抓好布局结构优化调

整，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着力抓好重点

领域风险防控，进一步筑牢不发生重大风险底线

等。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一方面，政府部门和监管

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

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弥补社会部分

群体对风险识别能力的欠缺。另一方面，投资者也

应充分认识到这类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产品

的风险，不要抱有政府会兜底的幻想，更不要抱着

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想法火中取栗。

 欧洲央行管委兼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在当前看

来，2018 年结束 QE 将是适宜的；欧洲央行债券购

买计划有副作用，这一点不应当被忽视；分析师们

关于 2019 年中期加息的预期大致符合欧洲央行的

政策指引。

 英国央行副行长伍兹：如果到一季度末，仍未就脱

欧过渡期达成协议，企业需设置应急措施。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油价涨至三年高点，市场担忧 OPEC 减产提前结束。

OPEC 减产监督会议将于近日举行。俄罗斯等非

OPEC 成员国也将参与此次会议，会议将就当前的

市场状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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