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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1 月 6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召开第九次会议，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深化中小银行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

问题，部署金融领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健全适应

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中小银行发展

的体制机制问题。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激发内生动力充分结合起来，注意中

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理顺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要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完

善银行补充资本的市场环境和配套政策，健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

当前要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服务实体经

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注意推广一些中小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改进中小银行的商业模式。一是目前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情况仍然存在，支

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此前央行下调 MLF，向银行

系统注入流动性，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合格担保品仍然较少，申请 MLF 存在一

定困难，流动性紧张情况仍然存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分层现象仍然突出。

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有利于缓解中小银行流动性压力、拓宽负债渠

道并降低负债成本。二是中小银行流动性压力缓解有利于激发服务小微企业

的意愿。受地域和评级限制，中小银行负债来源少且成本高，但另一方面，

中小银行在服务当地小微企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补充流动性、缓解

经营压力，有利于提高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意愿，切实落实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激发经济活力。

境外债市跟踪境外债市跟踪

巴黎时间 11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法国巴黎成功簿记发行了 40

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7 年期 20 亿欧元，发行利率为 0.197%；12 年期 10

亿欧元，发行利率为 0.618%；20 年期 10 亿欧元，发行利率为 1.078%。国际

投资者踊跃认购，总申购金额超过 200 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 5 倍，其中 57%

的资金来自欧洲，43%的资金来自欧洲以外，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

发行结果好于预期。这笔债券随后将在泛欧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这是中国政府 15 年以来第一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

单次发行最大规模的外币主权债券，也是第一笔在法国定价发行并上市的中

国主权债券，向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投资者传递了中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

信息，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此次欧元主权债券的成功发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连续两年发行美元主权债

券的基础上，重启欧元融资通道，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境外主权债券收益

率曲线，为中资发行体欧元融资提供具有市场参考意义的基准。在中法建交

55周年之际，在巴黎定价发行中国主权债券，反映出中国对欧洲金融市场的

重视，将为中法双方进一步密切经济金融合作，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

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助力，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法乃至中欧的经贸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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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2 -8.76

R07D 2.4829 -3.82

R14D 2.5994 -0.37

HIBOR 隔夜 2.1943 -15.02

HIBOR 七天 2.5275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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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1 -0.03 3.2535 0.51

3年 2.874 -1.18 3.6788 -2.71

5年 3.0655 0.57 3.9301 -2.11

7年 3.2436 0.68 4.0684 -2.07

10年 3.2555 1.01 4.3213 -2.07

10年

美债
1.828 -3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066 -0.08%

USD/JPY 108.98 -0.16%

AUD/USD 0.6884 -0.13%

USD/CNY 6.9987 0.02%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6.35 -1.54%

铜期货 2 5907 -0.56%

大豆期货 3 927.5 -0.72%

现货黄金 1490.57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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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全天资金面

维持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83%，7 天成交均价 2.48%。

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00%，7 天成交均价 2.32%。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延续宽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19%，下

行 15bp；7 天期定盘收于 2.53%，下行 20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发行 3、7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分

别为 2.81%、3.17%，投标倍数分别为 2.18、2.75；昨日发行 1、7、

10年期农发债，中标收益率分别为 2.53%、3.72%、3.81%，投标倍数

分别为 4.12、3.50、3.74，需求较好。二级市场方面，隔夜美债收

益率上行，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但对国内债市影响较小。前日债市大

涨已基本反映了 MLF 利率下调的利好，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未来是

否继续宽松周期还需进一步验证，债市窄幅震荡，后续走势仍有待经

济数据确认。全天来看，资金面宽松带动利率债短端收益率下行

1-2bp，中长端收益率小幅上行约 1bp。国开债 190210 收于 3.7475%，

上行 1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912 收涨 0.09%。

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基本持平；中票收益率下行 1-2bp。

 外汇市场：期中美贸易局势乐观情绪持续升温，但随着消息面回归平

静，市场情绪逐渐回归谨慎。短期来看，上周美联储暗示将暂停降息，

另外，美国与多方贸易争端展现出积极进展，美元前景趋多。上一交

易日，美元指数涨 0.05%报 97.9644。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

元中间价调升 305 个基点，创 6 月 21 日以来最大升幅，报 7.0080，

创 8 月 8 日以来新高。本月市场关注点主要在于中美双方能否签署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若协议达成将令人民币走出阶段性升值行情。上一

交易日，在岸人民币跌 0.02%报 6.9987。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12月期货周三收跌 0.88 美元，或 1.5%，报

56.35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1 月期货周三收跌 1.22 美元，或 1.9%，

报 61.74 美元/桶。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报告整体利空，引发投资者谨慎

情绪蔓延。现货黄金周三止跌反弹，震荡收于 1490 美元/盎司附近。

白银也小幅反弹，收于 17.6 美元/盎司。日内公布的美国第三季度非

农业生产力初值为下跌 0.3%，低于前值和预期，为 2015 年四季度以

来最差表现，而美国三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为 3.6%，远高于预期的

2.2%，经济数据利多黄金。另外中美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也为黄金

带来了支撑。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习近平指

出，中方致力于同法方深化核能全产业链合作，鼓

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同法方在中法两国、第三方市场

探讨开展新合作，加强核能基础和高新技术联合研

发。落实好航空、航天等领域达成的新合作。拓展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

合作。支持尽快达成一份富有雄心、平衡的中欧投

资协定。

 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通过 3年左右探索，力争

在试验区构建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

体系和制度环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取得显

著成效，培育一批数字经济龙头企业，数字经济规

模不断增长。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称当前货币政策处于适度

宽松状态。未来利率有任何变化都将取决于经济数

据，但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以保持

经济的扩张。威廉姆斯还表示，美联储今年三度降

息，令美国经济更能承受潜在的风险。

 德国 9 月季调后制造业订单环比升 1.3%，预期升

0.1%，前值降 0.6%。这是该数据三个月来首次增

长，主要得益于投资和消费品的稳步上升，欧元区

外的需求也提供了特别推动力。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预计英国央行将维

持按兵不动，但可能放弃其鹰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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