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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意

见》指出，金融业综合统计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

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是有效监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提高服务效率的

关键信息基础，是前瞻性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迫切需

要，是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意见》提

出，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要建立“统一标准、同步采集、集中校验、

汇总共享”的工作机制，重点落实以下任务。一是建立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

有效统计监测跨行业、跨市场、跨部门金融活动。二是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统计，全面掌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及时发现

风险传导节点和重大风险隐患。三是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统计，支

持内部关联交易判断和外部风险传染识别。四是编制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完

善金融资金流量、存量统计，摸清金融业家底，强化宏观杠杆率监测基础。

五是开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统计，反映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六是建立并完善债券市场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统计，

有效识别市场风险及其传染渠道。七是建立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的地方金

融组织统计，以及互联网金融统计，加强对风险防控薄弱环节的统计监测。

上述任务与现行金融统计内容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实现金融统计全覆盖。

金融业综合统计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

统计，对于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具有

重大意义。一是为有效监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提高服务效率提供关键

信息基础。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要求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普惠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全面准确的金融数据能够

为客观评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果，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提供依据。二是满足前瞻性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对统计

信息的迫切需要。科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要心中有数，只有早识别、

早预警、早发现，才能手中有方、沉着应对，做到早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必然要求质量更高的预警监测数据。因此，加强金融统

计统筹协调，建立完善更加符合宏观审慎管理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势在必

行。三是支持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全面

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实现机构统计与功能统计的有机统一，实现金融

统计的互联互通，有利于实时掌握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监测微观主体金融活

动、把握宏观调控节奏，也是实现大国金融数据治理理念和目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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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6 16.91

R07D 2.8312 9.43

R14D 3.3409 2.73

HIBOR 隔夜 2.5340 13.15

HIBOR 七天 3.1180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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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1 -4.95 4.5296 -5.56

3年 3.4731 -4.98 4.7700 -4.54

5年 3.6066 -4.24 4.9801 -5.86

7年 3.7200 -2.91 5.0590 -3.99

10年 3.6959 -0.49 5.2117 -1.97

10 年

美债
2.781 3.60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2321 0.33%

USD/JPY 106.77 -0.15%

AUD/USD 0.7697 0.17%

USD/CNY 6.3107 0.17%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3.42 2.19%

铜期货 2 6830 0.90%

大豆期货 3 1057.5 1.22%

现货黄金 1336.3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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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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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进行 100 亿元人民币 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4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300 亿元。资金面维持宽松状态，银行间隔夜

成交均价 2.56%，7 天成交均价 2.83%。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79%，

7 天成交均价 3.03%。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有所分化，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

拆借利率定盘于 2.53%，上行 13bp；7 天期定盘于 3.12%，下行 22bp。

债券市场：海外方面，特朗普发推称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中国将取消

贸易壁垒，实现税收互惠，双方将就知识产权达协议；美财长称贸易战

不是目的，愿与中国协商解决。贸易战升级之后，美方释放缓和信号，

似乎贸易战不会扩散至其他领域。国内一级市场方面，下午发行 2 年、5

年期农发债，总规模 70 亿，加权中标收益率为 4.13%、4.249%，2 年期

投标需求旺盛。国内二级市场方面，受贸易战缓和影响，早盘 170215 高

开 1.5bp，并继续上行 1bp 左右。然而宽松的资金面下，机构配置需求

强烈，在国债期货的助推下，收益率随后下行 2bp 左右。下午，新浪财

经、财联社等媒体报道称，“中国考虑贬值人民币以应对与美国的贸易

争端”。受此消息影响，170215 转而上行 2bp 左右。全天来看，利率债

短端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长端上行 1-2bp。具体来看，1年期国债收

于 3.22%，；3年期国债收于 3.45%；5 年期国债收于 3.58%；7 年期国债

收于 3.75%；10年期国债收于 3.70%；10 年期国开债 170215 收于 4.63%，

上行 2.5bp。国债期货方面，主力合约 T1806 全天收涨 0.25%。信用债方

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5-10bp，114 天 18 大唐集 SCP002 成交在 4.25%；

中票收益率下行 3-5bp，1.10 年 14 南电 MTN001 成交在 4.50%。截至今

日凌晨 6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781%。

外汇市场：周一美元指数再度下跌，跌破 90 关口，刷新近两周低位。中

美贸易摩擦使市场情绪仍偏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新一轮 NAFTA 谈

判，可能影响投资者情绪。本周还需关注美联储 3 月会议纪要和通胀数

据，如果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为美元提供一定支撑。上一交

易日，美元指数下跌 0.33%，报 89.8419。人民币方面，前期强势升值的

人民币昨日出现回撤，为 3月 23 日以来首次收于 6.31 关口下方。人民

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188 个基点，客盘购汇需求推低人民币汇率一度至

两周低点。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情绪有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将总体保持稳定。上一交易日，在

岸人民币汇率下跌 0.17%，报 6.3107。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5 月期货周一收涨 2.08%，报 63.42 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 6 月期货周一收涨 2.22%，报 68.65 美元/桶。中美贸易争端

暂时缓解为风险类资产带来提振，同时美元承压也加大了油价的上行空

间。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高触及 63.61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盘中最高触及 68.80 美元/桶。国际现货黄金周一亚市早盘开于

1334.00 美元/盎司后，金价短暂上涨后转跌。美市金价转盘整后多头再

次发力，金价录得日内高点1337.98美元/盎司后收于1336.10美元/盎司。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银保监会 1 号文面世，《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迎来四项配套制度。银保监会称，各地可根据

《条例》及四项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应当符合《条例》及四项配套制度的规定和原则，

且只严不松。

 外交部：中方目前为止采取的应对举措是被迫的，

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行径的反制，属于防守反击；中

方已经拟定了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如果美方公布

新增 1000 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会毫不犹豫、立

刻进行大力度反击；中方有信心笑到最后。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对一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

制裁，被制裁企业包括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俄罗

斯铝业集团、库班农业集团、俄罗斯金融集团等，

美国公民被禁止与这些企业进行交易。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预计欧元区经济将有强劲扩

张；最近的股市下跌并没有对更广泛的金融环境产

生重大影响；仍对通胀率中期内朝目标靠拢有信

心，但在经济闲置程度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欧洲

央行在货币政策立场上仍将保持耐心、持续性和审

慎性。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受到基数效应提振，3 月美国 CPI 同比数据可能明

显上升。北京时间本周三 20:00，美国 3月 CPI 数

据即将公布。3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就业

增速放缓，但时薪增速提升，通胀有上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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