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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有媒体称中国地方债投标利率区间下限由国债五日均值上浮 40 基点调

整为 25-40 基点。当日江西债发行利差为 25BP，确认此前上浮 40BP 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变化。今年地方债发行提前，一月份发行规模超过 4000 亿元。尽

管地方债供给量较大，但一级发行异常火爆，较去年下半年更甚，招标倍数

高企，普遍在 40 倍以上，云南省 3 年期一般债认购倍数甚至达到 70 倍。去

年上半年地方债与国债发行利差偏低，同时地方债占用风险资本，地方债流

动性不强，导致地方债一级申购的性价比较低，投资者不愿意参与。去年 8

月份地方债与国债的发行利差扩大至 40BP，使得地方债具有较好的“打新”

吸引力，配套的地方财政存款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此外，有一些内

部免税的非银，偏好 3 年甚至 5 年的品种，易加杠杆，成为地方债的重要优

势。由于目前地方债的一级配置需求得到明显提升，流动性也得到明显改善，

尤其是年初以来地方债异常火爆，因此地方债一级发行利差的收窄，降低套

利的空间，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有利于为地方债打新退烧。展望未来，

此次调整符合市场化定价的大方向，有助于稳定债券市场预期，有助于降低

政府和全社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

消费消费跟踪跟踪

昨日，发改委等十部委共同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方案指出，要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

费，完善托幼等配套政策鼓励居民按政策生育，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持

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等。一是促进汽车消费：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

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加快繁荣二手车市场。二是补足城镇消费供给短板：

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支持部分大中城市多渠道筹集公租房和市场租赁住

房房源；完善托幼等配套政策鼓励居民按政策生育；加强城市养老设施建设

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三是促进农村消费：着力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

潜力，充分发挥邮政系统、供销社系统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现有农村网点布

局优势；鼓励地方与电商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四是带动新品消费：支

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消费者

交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产品给予适当补贴，推动高质量新产品销售；推动

帮扶省市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五是满足高品质消费：加快

推出 5G 商用牌照；加大对中央和地方电视台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开播支持力

度；促进离境退税商品销售。六是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持续完善消费基础设

施，加快补齐道路、停车场、能源、电信、物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方

面建设短板。展望未来，政策对消费的提振短期难以有效见效，中长期看，

政策红利的释放有助于激发消费活力，支撑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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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9 -11.69

R07D 2.7645 15.42

R14D 3.3636 3.82

HIBOR 隔夜 1.4750 8.90

HIBOR 七天 2.1540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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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7 -0.84 3.2472 1.51

3年 2.6983 -3.90 3.5057 -0.70

5年 2.9403 -2.32 3.8761 -0.71

7年 3.0638 -1.47 4.1297 -0.19

10年 3.1246 -1.51 4.2150 -0.25

10年

美债
2.71 -3.8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433 0.04%

USD/JPY 109.4 0.05%

AUD/USD 0.7155 -0.15%

USD/CNY 6.7309 -0.12%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3.31 2.54%

铜期货 2 6050 0.80%

大豆期货 3 919 -0.46%

现货黄金 1311.79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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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有 3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单日净回笼 800 亿元，此外开展 2575 亿元 TMLF 操作，资金面继续维

持宽松状态。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1169%，7 天成交均价

2.7645%。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784%,7 天成交均价 2.934%。

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转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1.48%，上行 8bp；7 天期定盘收于 2.15%，下行 10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下午发行 1、7、10 年期农发债，规模分

别为 50、40和 70 亿，短期限品种市场整体招标需求旺盛。二级市场

方面，早盘国债 5 年期期货品种突然大幅下跌，带动现券市场收益率

走高，上行幅度约为 3bp。之后股市走弱带动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

收益率转而下行，幅度约为 2bp。午后，一级招标结果显示长端品种

需求一般，现券收益率重新出现走高，上行幅度约为 2.5bp。全天来

看，利率债收益率短端收益率基本与前一交易日持平，中长端上行约

1-2bp，收益率曲线继续走陡。国开债180210收于3.635%，上行1.5bp。

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903 收跌 0.28%。信用债方面，

短融收益率上行 1-5bp，175 天 18 汇金 CP003 成交在 3.04%；中票收

益率上行 1-4bp，2.98 年 19 中石油 MTN002 成交在 3.5%。截至今日

凌晨 6 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71%。

 外汇市场：英国议会否决推迟脱欧，支持梅的脱欧协议修正案，这意

味着英国将与欧盟重谈相关条款，对英国无序退欧的担忧重燃，英磅

受此影响日内跌幅一度达 0.8%。今日夜间将召开美联储 FOMC 会议，

市场情绪谨慎。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8%报 95.8345。刘鹤率

领中方代表团抵达美国磋商，美国财长努钦表示预计本周将取得重大

进展，同时他称华为案与中美贸易磋商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中

美贸易摩擦趋缓。预计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将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双向

波动。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汇率涨 0.12%，报 6.7309。

 商品市场：原油市场昨日强势上涨，美国 WTI原油 3月期货上涨 2.54%，

收盘价 53.25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4 月期货上涨 2.32%，收盘价为

61.20 美元/桶。沙特宣布将在 2 月份再度减产，同时保持六个月内的

产量均“远低于”新一轮的减产承诺水平。同时，美元涨势受阻也为

油价提供了有效支撑。受到美元走弱的支撑，周二贵金属各品种全线

上涨，黄金强势上涨 0.63%，收报 1311.44 美元，突破并站稳了 1300

关口；白银、铂金涨幅均超过 0.5%，钯金则小幅反弹 0.33%。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抵达美国磋商。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领中方代

表团于当地时间 28 日下午抵达华盛顿，将同美方

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高级别磋商。美国财长努钦称

华为案与中美贸易磋商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分“三步走”。广东发改委称，

今年将从 6方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搭建

好粤港澳大湾区四梁八柱，积极探索三地规则对

接，携手港澳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并在一些民生和文化领域推进三地合

作，携手打造“一带一路”支撑平台。

 英国议会否决推迟脱欧、支持重谈脱欧协议。英国

议会举行的多项投票否决了为避免硬脱欧而推迟

脱欧的提案，支持重新与欧盟磋商爱尔兰边境问

题，但欧盟早就拒绝修改该后备计划。投票结果公

布后，欧盟发言人称，欧盟准备考虑延迟英国脱欧。

 美国 20 城房价指数同比涨幅创四年来新低。11 月

美国 20 大城市房价同比涨 4.68%，涨幅连续第 8

个月走低，创 2015 年初以来最低水平。成屋销售

的下滑和购买力的下降阻碍了房价的上涨。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夜间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预期

本次不会加息，重点关注缩表计划会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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