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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8年第三季度(总第82次)例会于9月 26日

在北京召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方面，与第二季度相比，三季度会议将“当

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改成了“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并新增了

“人民币汇率及市场预期总体稳定”的内容，删去了“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

的用语。此外，三季度通告认为“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二季度的描述

为“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和不确定性”。宏观杠杆方面，三季度提到“宏观杠

杆率趋于稳定”，替代了二季度的“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新增内容方

面，本次会议还特别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走势和环境

的新变化，高度重视逆周期调节”。三季度新闻稿新增了对民营经济支持的

内容，“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相适应”，“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等内容。本季度会议还强调了“六

稳”，即“坚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并

强调“在利率、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之间保持平衡”，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稳定市场预期，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展望未来，总体来看，未来央行货币政策会更加注重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尤其是当前融资成本难融资成本高，着力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境。

四季度央行通过 MLF 等工具补充基础货币，并可能通过降准扩大货币乘数，

支持实体经济。MLF 大规模到期为置换降准提供前提，而定向降准对中小微

企业的支持更加精准，因此两种降准方式均存在可能。

国际收支国际收支跟踪跟踪

外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实现“双顺差”，其中证券外资净流

入 61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外管局近日公布了 2018 年二季度及上半年我国

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在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类别中，二季度非储备性质的

金融账户实现大幅顺差 300 亿美元，跨境资本延续 2017 年一季度以来净流入

的趋势。具体来看，一是直接投资净流入 248 亿美元，双向保持在较高规模。

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279 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 527 亿美

元。二是证券投资净流入 610 亿美元，创季度历史新高。其中，对外证券投

资净流出 43 亿美元，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入 652 亿美元。其他数据方面，二季

度总体来看，以美元计算，期内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53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

户顺差 60 亿美元，两者呈现“双顺差”。在经常账户类别中，货物贸易顺差

增长，服务贸易逆差稳定。在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类别中，除了非储备性质的

金融账户的分项之外，另有分项储备资产实现增长，因国际收支交易（不含

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在二季度增加 239 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

增加 229 亿美元。展望未来，预计我国国际收支运行仍将总体平稳，维持基

本平衡格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将

进一步增强；同时，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逐步深化，资本市场的国际投资

者参与度也会继续提升，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跨境资

本均衡流动的基础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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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4 -34.47

R07D 2.8620 -17.23

R14D 3.5333 -13.62

HIBOR 隔夜 2.4747 0.00

HIBOR 七天 3.641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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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0 -1.38 3.7035 0.31

3年 3.2791 0.00 4.1663 0.27

5年 3.4513 1.12 4.4654 0.26

7年 3.6199 -0.01 4.7441 0.26

10年 3.6104 -0.49 4.8071 0.26

10年

美债
3.063 0.8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604 -0.32%

USD/JPY 113.7 0.28%

AUD/USD 0.7224 0.22%

USD/CNY 6.8814 0.06%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73.25 1.57%

铜期货 2 6258 1.15%

大豆期货 3 845.5 -1.11%

现货黄金 1190.88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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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无逆回购到期。非银机构

不上班，但是银行类机构跨季需求仍然较强，资金面略紧，DR007 成

交均价 2.80%，上行 12bp。

 债券市场：二级市场方面，由于假期非银机构不上班的影响，市场成

交清淡。全天来看，利率债收益率整体窄幅震荡。具体来看，中短期

限的利率债收益率基本持平，长端品种收益率小幅上行 0.25bp；国

开债 180210 收于 4.2025%，上行 0.25bp。信用债全天无成交。截至

今日凌晨 6 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3.063%。

 外汇市场：美元指数本周涨 1.04%，突破 95 关口。本周美联储宣布

加息 25bp，上调联邦基金利率至 2%-2.25%目标区间，8 月核心 PCE

指数同比增长 2%，本年第三个月达到美联储目标，美联储 12月加息

可能提升。反观欧洲，意大利联合政府将 2019 年赤字目标定为占 GDP

的 2.4%，大幅超过欧盟建议区间，财政忧虑拖累欧元，预计美元短

期走强趋势延续。上一交易日，国际外汇市场闭市。人民币方面，美

元加息持续施压人民币，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出海，表明监管层在探索

管理人民币预期的新工具。外管局公布二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

显示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实现“双顺差”，预计下半年我国国际收支

运行仍将总体平稳，维持基本平衡格局。短期人民币仍将延续区间震

荡走势。上一交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闭市。

 商品市场：昨日境内外大宗商品市场闭市。黄金方面基本面方面，本

周美联储加息如期落地，根据议息会议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表态，

并未释放将加快加息进程的信号，且目前已处于本轮加息周期的中后

期，其对于市场的影响边际效应减弱。其次，当前市场空头持仓处于

历史高位，随时有可能获利了结。最后，美元指数跌破前期上涨趋势，

尽管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良好，但当前美元指数呈现“头肩顶”走

势，技术层面有下跌趋势。因此尽管短期内贵金属可能再次下探，但

年内保持看涨观点。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财政部发布《贯彻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落实涉农

税费减免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限额内发

行一般债券用于支持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领域的公

益性项目。

 财政部发布关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

物税收政策的通知，对跨境电商出口未取得有效进

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一定条件的，试行增值税、

消费税免税政策。

 意大利财长可能会在预算案批准后辞职。此前，意

大利联合政府将 2019 年赤字目标定为占 GDP 的

2.4%，财长坚持赤字目标应定在 1.6%。意大利副

总理表示意大利将不会考虑退出欧元区。

 欧洲央行管委雷恩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将是一个

非常漫长且渐进的进程，至少在 2019 年夏天过去

之前，利率将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据外媒，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可能最快在周六

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

能于周日公布，由此可以在墨西哥总统离任前签署

协议。25日美国贸易代表曾称，不管有没有加拿

大参与，美国都准备推进新的 NAFTA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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