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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今日凌晨公布的美联储 6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会者总体认为美国经
济已非常强健，通胀料将中期内持续处于 2%这一联储目标水平，在明年或后
年以前通胀处于或略高于预期的背景下，可能适合继续渐进加息。此外，会
议纪要显示大部分与会联储官员担心贸易政策风险，并讨论了收益率曲线趋
平对经济前景的预示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前，美国国债均会
出现期限收益率倒挂现象。从 1980 年以来的数据看，收益率曲线倒挂领先经
济衰退的时间约为 2 年左右。一方面，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期限利差趋势性
图.回购利率走势

收窄，但是远未达到收益率曲线倒挂的程度，2018 年下半年经济仍将保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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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但缩表进程或加快。加息方面，一是失业率较低，且通胀水平正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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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联储 2%的目标。一方面，2009 年 10 月美国失业率达到高点 10%后开始趋

长。另一方面，从历史数据看，在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的同时经济增速将保
持稳定或者有所上升。
预计 2018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至少与上半年持平。
经济增长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提供了支撑，预计美联储下半年仍将加息两

势性下降，今年 5 月失业率为 3.80%，已降至 2000 年 4 月以来的新低，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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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失业率未来还将会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今年 3 月开始通胀水平有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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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从 1.52%到 1.83%）且 4、5 月维持在较高水平（1.80%），数值与联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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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接近或持平；并且 2011 年以来美国通胀水平均较为温和，预计下半年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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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一步趋紧并不会大幅推升通胀水平。二是在经济情况较好时加息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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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济下行时降息做好准备。2017 年 9 月美联储缩表时称开启货币政策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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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希望未来应对下次经济危机时仍有可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近半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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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复苏，相对欧洲表现更加亮眼。虽然下半年复苏仍将持续，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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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较大下滑，因此下半年仍是加息的较好时间窗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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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表方面，2018 年上半年美联储缩表进程总体慢于计划。一是国债缩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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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预期。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2018 年 1 月至 3 月，2018 年 4 月至 5 月，
涨跌幅

美联储持有的国债规模月均分别下降 57.5、117.2 和 175.8 亿美元，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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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120 和 180 亿美元基本符合。二是 MBS 缩表慢于预期。2017 年 10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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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018 年 1 月至 3 月，2018 年 4 月至 5 月，美联储持有的 MBS 规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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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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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别下降 10.8、35.2 和 98.9 亿美元，与计划的 40、80 和 120 亿美元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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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2

-0.69%

一定差距。缩表进程慢于预期的原因一是相对加息而言美联储对缩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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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能力更加有限，且加息向市场传递的信号简单明确。二是 2017 年 9 月美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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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期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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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快于预期的加息和相对较慢的缩表有利于缓解政策的叠加效应。三是目前

大豆期货 3

855.75

-0.98%

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领先其他国家，需要适当控制收紧步伐。随着美国经济

现货黄金

12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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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风险减弱、全球经济好转、加息进入后期，预计下半年美联储缩表将加

注：1.NYMEX 近月期货；2.LME3 个月期货；3.CBOT

联储宣布缩表之后美国经济尚未表现特别亮眼，仍有一定下行风险，维持略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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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坚决反

货币市场：上一交易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当日有 800 亿 7 天、

对贸易战，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国际投资界普遍认

400 亿 14 天、200 亿 28 天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1400 亿。定向降准昨日

为，中国资本市场已显示出较好的投资价值，经济

正式落地，预计释放 7000 亿流动性，资金面呈现进一步宽松。银行间市

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可能；国际贸

场隔夜成交均价 2.10%，7 天成交均价 2.51%。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易摩擦确实有可能诱发一些问题，但这并没有什么
可怕，金融领域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
经济的进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把握好各类
政策出台的节奏和力度，就一定能够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




习近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指示强调，把实施

期定盘收于 2.89%，下行 25bp。
债券市场：海外方面，美国因独立日假期休市一天。国内一级市场方面，
上午发行 1 年、5 年、10 年进出口债，规模共计 100 亿，全场倍数在 3-6
倍，收益率大幅低于二级水平，需求较为旺盛。二级市场方面，昨日定

兴。

向降准实施，资金面异常宽松，收益率早盘即开始小幅下行。叠加较好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在当前环境下，未来数年内英

的一级发行结果以及股票市场再度走弱，债市情绪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恢

国央行将渐进、有限的加息；英国央行正竭尽全力

复。同时，临近 7 月 6 日中美高额关税开征，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仍存，

在金融方面为脱欧做准备，欧盟方面需要为脱欧做

下行过后收益率维持窄幅震荡。具体来看，1 年期国债成交在 3.00%，下

更多的准备；到八月份时英国央行将有足够多的信

行 5bp；3 年期国债成交在 3.25%，下行 0.5bp；5 年期国债成交在 3.295%；

息来做出决定。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发表讲话后，

7 年期国债成交在 3.495%，下行 0.5bp；10 年期国债成交在 3.495%，下

英国央行在八月份加息的概率由本周初的 67%上

行 1.5bp；10 年期国开债 180205 收于 4.1875%，下行 1.75bp。国债期货

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在贸易问题上必须作出统一
应对；单独的关税协议不符合 WTO 规则；支持削减
欧盟汽车关税，但不仅仅是对美国削减，也会对其
他国家削减。

近期关注


宽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1.87%，下行 49bp；7 天

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要坚持乡村全面振

升至 75%。


2.1820%，7 天成交均价 2.3850%。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较前一交易日有所

美对中加征关税今日生效，中方表示将立即反制。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 2018 年第 5 号公告，对原产于美国
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将在美方的加征关
税措施生效后即行实施。

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809 收涨 0.06%。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
率下行 10-20bp，160 天 18 南电 SCP006 成交在 3.65%；中票收益率下行
3-5bp，2.40 年 17 汇金 MTN001 成交在 4.30%。截至今日凌晨 6 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833%。
外汇市场：周四美元指数小幅下跌。美联储 6 月会议纪要显示未来将逐
步加息，目前美联储今年 9 月加息 25 个基点至 2%-2.25%区间的概率为
77.7%，与纪要发布前持平。日内公布的 ADP 就业数据略低于预期，制造
业延续稳步扩张态势。总体来看，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总体强劲，年内加
息两次预期上升，叠加全球贸易摩擦推升避险情绪，预计短期内美元指
数仍有支撑。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下跌 0.17%，报 94.3866。人民币方
面，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升 415 个基点，报 6.6180，终结两日连
贬，调升幅度创 2017 年 10 月 11 日以来最大。中美互征关税即将生效，
市场情绪仍偏谨慎，短期人民币或仍面临调整压力。中长期来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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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反弹，收报 1257.6 美元，跌幅 0.02%。

双向波动。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 0.69%，报 6.6211。
商品市场：昨日原油期货收跌，其中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报 72.94 美元/
桶，跌幅 1.62%；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报 77.39 美元/桶，跌幅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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