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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

2018 年 3 月 13 日（2018 年第 46 期）

今日热点
3 月 12 日，一行三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
工具创新的意见》。《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积极扩宽资本工具发
行渠道，二是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三是扩大投资者群体，四是简化
资本工具发行的审批程序。此前，人民银行曾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本补
充债券有关事宜公告，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或触
发事件的新型资本补充债券。总体来看，未来几年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供需
矛盾上升。从供给来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压力较大，一方面，监管对全球
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国内大型银行补充资本压力上升；

图.回购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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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日变动（BP）

R01D

2.6544

3.52

R07D

3.0477

8.09

R14D

3.4889

-19.90

HIBOR 隔夜

3.7351

36.26

HIBOR 七天

3.8607

-16.88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去杠杆持续，表外融资压缩，部分融资需求回归表内，
信贷投放增长较快推升补充资本的需求。从需求来看，2018 年实施的 IFRS9
要求将带有减计条款的二级资本债重新分类，估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影响
当期利润，受此影响，银行自营账户对二级资本债持有意愿有所下降。3 月
12 日晚间农行发布公告称，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 274.73 亿股 A
股，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定增融资不超过 1,000 亿元，为史上单次定向募集之最。

图.债市收益率走势

主要定增股东为：财政部（392 亿），汇金（400 亿），中国烟草及子公司（200

国债

日变化

3A 企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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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新华（7 亿多）。选择非公开发行是因为影响比较小，财政汇金烟草基

收益率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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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拿了再融资的全部份额，不在二级市场直接操作，对市场负面影响最低。

1年

3.2779

1.80

4.9823

-0.46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一是财政部、汇金公司仍为农行主要股东，股权结构未

3年

3.5309

0.04

5.1749

0.03

发生重大变更，发行前后公司均无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亦不会导致公司控

5年

3.6713

-1.04

5.2628

0.25

制权发生改变。二是将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三是净资

7年

3.8067

-1.49

5.2832

0.57

产规模将增加，短期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但从长期看，

10 年

3.8243

-0.35

5.3721

-0.52

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各项业务发展所产生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将对经营业绩

2.866

-3.00

-

-

产生积极影响，并进一步提升每股净资产。四是有助于提升资本规模，促进

期限

10 年
美债

经营转型发展，保持利润平稳增长，提升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债券托管数据跟踪
涨跌幅

EUR/USD

1.2307

-0.04%

USD/JPY

106.82

0.56%

AUD/USD

0.7844

0.71%

USD/CNY

6.3236

-0.2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1.36

-1.10%

铜期货 2

6913

-0.70%

大豆期货 3

1041

0.17%

现货黄金

1323.1

-0.06%

注：1.NYMEX 近月期货；2.LME3 个月期货；3.CBOT

中债登、上清所公告 2 月托管数据。中债登 2 月净增 873 亿至 50.88 万亿元，
上清所净增 3022 亿至 16.67 万亿。从发行与净增方面来看，一是记账式国债
2 月合计发行 1200 亿，净增-220 亿；发行量低于去年同期。二是地方债 2 月
发行与净增均为 285.6 亿元，定向债为主。两会后地方债发行额度确定，预
计 3 月中旬后地方债集中发行将拉开帷幕，2 季度将是地方债供给高峰。三是
政金债 2 月总计发行 2027 亿元，净增 1312 亿元，发行与净增规模与去年同
期相差不大。四是 2 月同业存单合计发行 1.56 万亿，净增 2191 亿，净增量
为 17 年 8 月以来最高。城商行是主要的净融资方。五是信用债方面，2 月虽
然信用债收益率保持下行，但受春节假期影响，供给量并未反弹反而下滑，
全月净增量仅 100 亿左右。其中短融净增超过 500 亿，但几乎全被企业债的
负增长抵消，其他品种净增量均较小。

近月期货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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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人民日报撰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进行 500 亿元人民币 7 天期逆回购，400 亿元人民

深刻变革。目前，我国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

币 28 天期逆回购，无逆回购到期，当日净投放 900 亿元。早盘资金面略

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设

有紧张，午后转松。银行间隔夜成交均价 2.65%，7 天成交均价 3.05%，

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

14 天成交均价 3.49%。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3.18%，7 天成交均价

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域中央和地

3.44%。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呈现结构分化，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

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等。要

定盘于 3.74%，上行 37bp；7 天期定盘于 3.86%，下行 17bp。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经

债券市场：海外方面，上周五晚间美国 2 月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大增 31.3

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

万，创 2016 年 7 月来新高。受此影响，盘前美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2bp 至

深化、攻坚克难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

2.909%。国内一级市场方面，昨日下午农发行发行 3 年期、5 年期农发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债，规模均为 60 亿元，加权中标利率为 4.62%、4.73%，3 年期大幅低于
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发展政策， 二级市场，5 年期基本与二级市场持平，投标需求尚可。国内二级市场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

方面，上周公布的 CPI 数据超预期，企业长期贷款增速明显，显示经济

差距，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是

基本面仍然稳健。但是，周小川行长在记者会上发言弱化了市场机构对

对党的十九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更是

货币政策趋紧的担忧，监管力度似乎也不会继续趋严。在多空交织的情

站在当前重要历史时期，对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况下，市场缺乏明确方向。全天来看，二级市场收益率整体窄幅震荡，

制的有力推动。

国债整体下行 1-3bp，政金债整体上行 1bp 左右。具体来看，1 年期国债

欧盟称，并未计划与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会谈，预

收于 3.17%，下行 3bp；3 年期国债收于 3.475%，下行 0.5bp；5 年期国

计本周内将接触美国；欧盟仍准备针对美国钢铁关

债收于 3.66%，下行 1bp；7 年期国债收于 3.805%，下行 1.5bp；10 年期

税作出坚定回应。

国债收于 3.82%，下行 0.75bp；10 年期国开债 170215 收于 4.875%，上

美国纽约联储调查：美国一年期和三年期通胀预期

行 1.75bp。国债期货方面，国债期货主力 T1806 全天微涨 0.04%。信用

在 2 月份上升；美国 2 月三年通胀预估为 2.9%，

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上行 2-5bp，133 天 18 中化工 SCP001 成交在 4.95%；

此前预估为 2.8%；2 月家庭收入增速料为 3%，之

中票收益率下行 3-7bp，2.04 年 15 神华 MTN001 成交在 5.06%。截至今

前料增 2.8%；消费者对自身财务状况的看法再度

日凌晨 6 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866%。

上升。

外汇市场：周一美元指数跌破 90 关口，周内公布的非农数据超出市场预

近期关注


期，但薪资增速放缓，市场预期加息节奏向美联储的预期靠拢，即 2018
年将加息三次。2018 年美联储货币紧缩节奏是否加快，2-3 月美国的通

美联储 3 月议息会议前最后一次通胀数据即将公

胀数据和 3 月的非农数据将非常关键，如通胀数据强劲，或为美元反弹

布。北京时间本周二晚 20:00，美国 2 月 CPI 通胀

提供一定支撑。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下跌 0.23%，报 89.9220。人民币

数据即将公布。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薪资增速

方面，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118 个基点，报 6.3333，升幅创 2 月 27

不及预期，2018 年美联储货币紧缩节奏是否加快， 日以来最大，在岸即期汇率随之走高。3 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主要随
2-3 月的通胀数据将非常关键。

美元走势波动，预计短期内这一趋势依然将延续。展望后市，美联储议
息会议前美元指数仍有小幅反弹空间，但国内经济基本面继续企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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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及美元在上涨后出现回调，道指及标普 500 指数均高开低走，但纳指再

程丹琪

010-85607531 chengdanqi@abchina.com

创新高，黄金因此获得反弹机会，现货黄金周一触底后 V 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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