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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中国 3月 CPI 同比增长 2.1%，较前值 2.9%明显回落明显。节后需求走弱食品

价格大幅下降，是影响 CPI 回落的主因。春节过后需求明显走弱，叠加气温

回升，农产品供应量充足。食品价格显著回落，环比涨幅-4.2%；同比涨幅从

4.4%降至 2.1%，是 CPI 回落的主要原因。鲜菜、鲜果、猪肉、鸡蛋和水产品

等主要农产品价格都有回落，环比涨幅分别为-14.8%、-2.4%、-8.4%、-7.9%、

-3.2%。交通旅游价格下降和成品油价下调，影响非食品价格略有回落。非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个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节后旅游出行减少，

交通旅游价格大幅下降，飞机票、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有下降。国内成品油价

下调，汽油菜油零售价格下降。中国 3月 PPI 同比增长 3.1%，生产资料增速

下滑是拉低 PPI 同比的主要原因。分项来看，生产资料同比增速较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速较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同比增速较上月

收窄 0.1%，环比增速较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贸易争端对整体通

胀的影响不大，但需关注后续发展。近期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如果

后续摩擦逐渐缓和，那么对通胀没有太大影响。但后续发展态势需关注，如

果贸易战规模扩大会冲击经济增长。此外，近期中东局势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输入性通胀，后期通胀水平仍有回暖的空间，有可能

在 2%以上。就债市而言，通胀或无法对债市造成较大压力，债券市场存在一

定的回暖动力。

美联储美联储跟踪跟踪

昨日，美联储公布 3 月份会议纪要，所有委员都预计未来将有更快的 GDP 增

长、更高的通胀和更多的加息，对通胀达到 2%的目标信心增强。会议纪要指

出，“所有参与者”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增强，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在

就业方面，会议纪要指出：“参与者看到过去几个季度支出和劳动力市场的

消息与持续高于趋势的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增强的情况一致。”FOMC

预计，劳动力市场将进一步增强，并报告说有些地区报告工资增长，但工资

通胀整体仍然低迷。会议纪要显示，FOMC 委员正在考虑在未来的声明中更改

对于货币政策的措施——从“宽松”（accmmodative）改为“中性或收紧”

（neutral or restraining）。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就一直使用宽松这

一措辞。如果美联储改变措施，将意味着政策将从刺激经济增长转变为防止

经济过热。此外，FOMC 再次表示相信，2017 年后期的减税措施和 1.3 万亿美

元美元的综合支出法案将会提振经济增长。整体来看，此份较为鹰派的声明

或意味着联邦基金利率未来几年的合适路径比此前预计的更为激进。根据联

邦基金期货数据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 6 月和 9 月可能再次加息。而 2018 年

第四次加息的几率仅为 25%左右。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2367 0.09%

USD/JPY 106.79 -0.38%

AUD/USD 0.7755 -0.08%

USD/CNY 6.2860 -0.16%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6.82 2.00%

铜期货 2 6950 0.07%

大豆期货 3 1058.75 -0.14%

现货黄金 1353.3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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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7 0.62

R07D 2.9048 2.43

R14D 3.2721 -3.70

HIBOR 隔夜 2.3060 0.15

HIBOR 七天 3.067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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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7 0.03 4.4862 -1.29

3年 3.4398 -2.16 4.6904 -2.77

5年 3.5779 -1.43 4.9849 3.08

7年 3.7150 -1.50 5.0767 1.59

10年 3.7109 -0.50 5.2286 0.09

10 年

美债
2.779 -2.20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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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当日有 2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净回笼 200 亿元。资金面维持宽松状态，银行间隔夜成交均价 2.61%，7

天成交均价2.90%。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2.71%，7天成交均价2.97%。

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有所收紧，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于

2.31%，上行 15bp；7 天期定盘于 3.07%，上行 19bp。

债券市场：海外方面，受医疗和航空费用上涨的推动，美国 3 月 PPI 同

比增长 3%，增幅创 2017 年 11 月来新高；欧央行鹰派官员沃特尼表示，

欧央行可能将存款利率提升至-0.2%，并在年底结束 2.55 万亿欧元的购

债项目；沙特暗示希望实现 80 美元的油价水平。中美贸易战方面，习近

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表示今年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其

他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特朗普称非常感谢习主席关于关税和汽车壁垒的

友善讲话。综合来看，海外因素和贸易战动态的边际变化利空国内债市。

国内一级市场方面，上午发行 3 年、7 年期国债，总规模 905.9 亿，下

午发行 1 年、5 年、7 年、10 年期农发债，总规模 240 亿，整体投标需

求尚可。国内二级市场方面，受海外因素和贸易战缓和的影响，早盘

170215 高开 2bp。随后，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到今年 6 月 30 号，六大金融

开放举措将大部分开始落实。此外，统计局公布 3 月通胀数据，CPI 同

比增长 2.1%，PPI 同比增长 3.1%，均低于市场预期。受这两个消息影响，

170215 下行 3bp 左右。下午，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表示，美国向叙利亚

发射的任何飞弹都将被击落，发射点已经被瞄准。避险情绪下，170215

进一步下行 2bp 左右，全天来看，利率债短端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中长端下行 2-3bp。截至今日凌晨 6 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779%。

外汇市场：周三特朗普发布推特称“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导弹将打

击叙利亚”后，市场避险情绪被点燃，美元再度下跌。随后美联储公布

3 月份会议纪要，所有委员都表示，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可能是必要的，

或意味着美联储更为快速的加息。此次偏鹰派的会议纪要帮助美元抹去

部分跌幅。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下跌 0.11%，报 89.5242。人民币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

坛上表示，我国的汇率机制由供需决定，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它运

行良好，未来也会继续良好地运行下去；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

贸易争端。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 0.16%，报 6.2860。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5 月期货周三收涨 1.31 美元，涨幅 2.00%，报

66.82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6 月期货周三收涨 1.02 美元，涨幅 1.44%，

报 72.06 美元/桶。中东紧张局势抵消了美国原油库存和产量攀升带来的

利空影响，不过美元在会议纪要后一度反弹部分限制了油价的上行空间。

国际现货黄金周三美市大力拉升，盘中暴涨，录得日内高点 1364.90 美元

/盎司后转跌，金价跳水，出现倒 V 行情，之后反弹，终收于 1353.00 美

元/盎司，上涨 13.9 美元，涨幅 1.03%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预计

到 6 月 30 日将大部分到位：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

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

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年后不再设

限；5月 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放

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一旦贸易摩擦进一步升

级，不仅贸易投资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与之相关联

的经济、金融要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力量博弈

和制衡格局都会随之而动，要做好预案。要对未来

一段时间，中美在经贸、投资、科技、规则等领域

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充分准备。

 IMF 总裁拉加德：贸易仍然在发挥作用，虽然无法

做到对每一方都完美。令全球贸易进一步增长非常

重要，这包括了电子商务。不能固守过去的贸易壁

垒，贸易问题是无法通过单方面威胁解决的。各国

应当支持贸易，并且应当立场一致。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日本经济正温和扩张；距

离实现通胀目标依然遥远，日本央行将继续实施强

有力的宽松政策以实现通胀目标；美国政策以及国

际市场等是重大风险来源；日本通胀正缓慢上升。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关注贸易战初步影响，海关总署将公布 3 月份贸易

数据。统计局当前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表示将扩大进口、降低部分

进口产品关税，释放出解决贸易争端的积极信号。

北京时间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公布 3 月份贸易数

据，中美贸易战影响或将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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