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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期，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 次报告（总报告）》,

从城市层面观察中国经济的时空变化及其未来走势。当前，准确判断经济社

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发展方位，提升前进信

心，而且有助于认清面临的问题，保持战略耐心，确定正确的发展方略。具

体来看，一是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城市风险有所增加。

在城镇化的前期和中期，城市风险相对较少。随着城镇化进入后期，风险有

所增加。未来，一方面人口大规模进入城镇化需要相应的就业机会，2019 年

城镇新增劳动力达 1500 万人。智能化将从结构和总量上影响就业机会，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也将出现就业岗位流失；另一方面，人口以家庭式迁移方式

向城镇加速聚集，老龄化时代到来，对公共支出提出巨大需求。为积极应对，

应当促进产业繁荣化解多发风险，把握城镇化的节奏和力度，积极稳妥地推

进城镇化，坚持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思路不动摇，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二是从

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当前，中国的转型正

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跨入高收入的

门槛，但多数城市距离门槛尚远。在收入方面，2018 年中国大约有 12 座城市

人均 GDP 超过两万美元。产业方面，在一线城市深圳、上海、北京的产业高

端化背后，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长沙等二线城市通过与一线城

市互利合作或者开展产业和要素转移，也走上了产业升级之路。要素方面，

一线城市聚集全国绝大多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在实现创新要素提升的同时

开始向外扩散。三是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当前

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正处在“南北分化”和“东中收敛”博弈期。

中部崛起显示出区域从集中聚集向局部扩散的积极转变，而南北分化加剧，

影响区域转型扩散进程。区域全面繁荣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未来区域发展

的核心目标是每一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确保稳健发展和持续转型，各区

域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确保共赢发展，更多的区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四是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进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当前，中国的城乡

矛盾跨越了极化的拐点，但城乡一体还远未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

落差巨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法律规定

和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城乡之间还存在差别。展望未来数十年，中国总体

上将实现从城乡分割的城市社会到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转变，在总体水平提

升的同时，多数区域将跨过城乡一体的门槛。五是从城市结构看，中国处在

城市形态的定型期。观察多国发展实践发现，在城市化的前期，小城镇主导

城市发展，中期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后期都市圈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城

市形态体系将在演化中逐渐定型。未来 15 年，中国城市形态将经历从都市圈

主导即中心城区向都市圈扩散，到城市群主导即都市圈向城市群扩散，并通

过都市带及都市网，即群与群之间的蔓延和链接逐步定型。展望未来，要顺

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制定规划，创新制度，完

善治理，建设以城市为本的行政管理框架，同时基于都市圈、城市群和都市

带等城市新形态，探索建立跨越行政区的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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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4 -13.56

R07D 2.0499 -17.05

R14D 2.9047 -19.38

HIBOR 隔夜 2.5965 -22.03

HIBOR 七天 2.9400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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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8 -2.81 3.2615 -3.29

3年 2.9132 0.18 3.7057 -2.19

5年 3.041 -1.01 4.0526 -0.78

7年 3.255 -0.50 4.2325 -3.21

10年 3.2303 -0.49 4.4444 -2

10年

美债
2.060 2.6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369 0.67%

USD/JPY 107.32 0.02%

AUD/USD 0.6926 0.04%

USD/CNY 6.8750 0.36%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7.43 0.63%

铜期货 2 5971 -0.03%

大豆期货 3 927.5 -1.43%

现货黄金 1399.63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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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央行进行 300 亿 14 天逆回购，无逆回购到期，净投

放 300 亿元，全天资金面继续保持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1694%，7 天成交均价 2.0499%。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014%,7

天成交均价 2.405%。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有所转松，香港市场人民币

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6%，下行 22bp；7 天期定盘收于 2.94%，下

行 9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进出口行增发 1、3、5、10年期金融债，

中标利率 2.66%、3.23%、3.49%、3.83%，需求较好。二级市场方面，

虽然前晚美债收益率延续下行，但国内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早盘收益

率延续窄区间震荡行情。之后受 50 年国债招标结果一般的影响，收

益率走高约 1bp。午后，国债期货拉升，叠加股市回落，现券收益率

转而下行，走低幅度约为 1-2bp。全天来看，现券收益率小幅波动，

利率债收益率中短端基本与前一交易日持平，长端收益率下行约1bp。

国开债 190210 收于 3.615%，下行 1bp。国债期货方面，10年期国债

期货主力 T1909 收涨 0.04%。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2-5bp，

中票收益率下行 2-6bp。10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2.6个基点，报 2.060%。

 外汇市场：美联储 FOMC 会议鸽派，暗示降息可能，美元指数连跌三

天，周跌 1.39%，创 2018 年 2 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预计美联储或

将在下半年开启降息，因当前美国经济尚未全面恶化，降息 1-2 次的

可能性较大，美元仍将承压。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45%报

96.2083。人民币方面，美元快速下行提振市场结汇意愿，上一交易

日盘初人民币惯性上升，但很快逢低购汇需求涌现，另外也有部分机

构止盈，人民币由升转跌，短期汇价弹性明显上升。中长期来看，中

美利差走阔有利于资金流入，人民币外部环境改善。短期需关注 G20

峰会上中美领导人会晤进展。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跌 0.36%报

6.8750。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五收涨于 57.86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期货收涨于 65.55 美元/桶。霍尔木兹海峡地缘政治风险继续发酵，美

伊冲突加剧，致使市场降低原油供应预期，支持油价上涨。国际现货

黄金周五延续上涨态势，最高涨至 1411 美元/盎司，继续刷新 5 年以

来的高位，最终收于 1398.60 美元/盎司。继欧央行后透露宽松信号以

后，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也愈发强烈，黄金收到基本面的强烈支

撑继续上涨。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央行同批核准 10 家头部券商调整待偿还短期融资

券余额上限，仅已确定余额上限的 6家券商，待偿

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上限就达到了 2148 亿元，相比

之前的余额上限大幅提高，将缓解银行间市场的信

用收缩现象。

 德法改善推动欧元区 6 月 PMI 回升。欧元区 6 月制

造业 PMI 指数从上月的 47.7 小幅反弹至 47.8；服

务业 PMI 从上月的 52.9 反弹至 53.4；综合 PMI 从

上月的 51.8 继续回升至 52.1。其中德法改善而边

缘国家恶化。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经济回升比预期的疲软，他

表示在今年和明年，可能需要采取宽松的财政政

策，如果经济进一步恶化，财政政策可能需要更宽

松。

 美国 18 家大型银行通过美联储压力测试。18 家银

行能够承受 4100 亿美元的损失，整体一级普通资

本充足率将从 2018 年第四季度的 12.3%降至 9.2%

的最低水平，但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4.5%的下限。

所有银行机构都表现出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德国 6 月 IFO 景气指数。贸易摩擦和

全球需求转弱对德国制造业造成负面影响，此前景

气指数整体下行。根据 6 月德国 PMI数据，预计

本次景气指数将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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