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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银保监会联合商务部、外汇局印发《关于完善外贸金融服务的指导意

见》。一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回归本源、专注

主业，将服务外贸发展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银行保险机构应继

续做好大宗商品、机电设备、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等传统优势领域金

融服务，持续加大对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新业态、新领域的服务力度，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二是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立足外贸发展趋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丰富产

品服务类型，提升外贸金融服务质效。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搭建并充分利用线

上线下渠道深入了解小微外贸企业金融需求和生产经营信息，开发特色产品

服务。积极做好符合信贷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续贷工作，确保不发生不合理

的抽贷、断贷。三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深化对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意义的认

识，通过多种方式、充分运用各类信息认真做好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包括

深刻把握贸易背景审核实质、前移贸易背景审核关口、加强票据单证信息核

对。四是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着力提升薄弱环节的风控能

力，以有效的风险管理推动业务良性发展。应将风险管理有机融入贷前、贷

中、贷后等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加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国

别风险、合规风险管理。五是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战略目标、体制机制、管

理制度、资源配置、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大对外贸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六是

进一步提升监管服务水平，为银行保险机构外贸金融服务营造良好的展业环

境。监管部门应不断完善管理，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同时，支持银行保险机构

业务发展。整体来看，此次意见发布将推动银行、保险行业进一步提升外贸

金融服务质效，适应我国对外贸易企业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更

好地为进出口贸易服务。

交通运输数据交通运输数据跟踪跟踪

交通部公布明年投资计划，明年交通运输将完成铁路投资 8000 亿元，公路水

路投资 1.8 万亿元，民航投资 900 亿元。一是 2019 年预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 32135 亿元，预计新增铁路 8000 公里、公路 33 万公里，高等级航道 385

公里、民用运输机场 5 个；在营商环境一步优化的背景下，全年交通领域降

低物流成本将达 800 亿元，民航减税降费 90 亿元。二是 2020 年交通部主要

目标：在 2019 年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基础上，2020 年实现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增长 12%以上。乡镇快递网点覆

盖率达到 98%。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展望未来，我国将进

一步优化运输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打造面向全球的开放交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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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3 -5.18

R07D 2.8032 5.51

R14D 3.3413 1.52

HIBOR 隔夜 - -

HIBOR 七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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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8 -8.90 3.1867 -3.19

3年 2.7452 -2.33 3.4719 -1.36

5年 2.8881 -3.55 3.7246 0.39

7年 3.0629 -3.00 3.9736 0.61

10年 3.1137 -3.26 4.2388 -0.49

10年

美债
1.9 0.2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098 0.05%

USD/JPY 109.63 0.23%

AUD/USD 0.6945 0.36%

USD/CNY 6.9984 0.23%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1.68 0.93%

铜期货 2 - -

大豆期货 3 946.5 0.19%

现货黄金 1511.5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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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条款：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金融市场部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
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金融市场部和作者无关。

2

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有 300 亿逆回购到期。全天

隔夜资金面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0%，7天成交均价2.8%。

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631%，7 天成交均价 3.091%。香港市场

休市。

 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资金宽松格局未改，早盘收益率平开，后小幅

震荡下行。午后国债期货大幅拉升，带动现券收益率跳水 2bp，10 年

国开债活跃券 190215 突破前期低点 3.55。但国债期货尾盘冲高回落，

现券收益率走出 V 字行情，尾盘大幅回升，较低点上行 1.5bp 左右。

全天来看，债市继续走强，利率债短端收益率受资金面宽松影响下行

2-3bp，长端收益率下行约 1bp。10 年国开活跃券 190215 收于 3.55%，

下行 0.95bp。国债期货方面，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2003 收涨 0.16%。

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4-6bp，中票收益率下行 1-2bp。

 外汇市场：中美贸易局势继续展现乐观进展，商品货币走强，澳元兑

美元涨 0.38%报 0.6946，令美元指数震荡下跌。同时，避险情绪回落

使得美元兑日元涨 0.26%报 109.64。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07%

报 97.5868。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266 个基点报

6.9801。市场情绪整体保持平稳，临近年底自营盘交易较少，客盘力

量对汇价影响有所加大，昨日购汇较多拖累人民币走弱。上一交易日，

在岸人民币跌 0.23%报 6.9984。

 商品市场：原油方面，API 公布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的消

息仍然在被市场消化，受此因素影响，美国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均

继续走高，美国 WTI 原油上涨 0.9%，收于 61.68 美元。布伦特原油上

涨 1.1%，收于 67.92 美元，且创造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周四现

货黄金走势为震荡上行至日内高点后有所回落。现货黄金开于 1499 美

元，最终收于 1511 美元，涨幅 0.77%。周四是西方圣诞节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消息面较为平静，日内并无影响贵金属走势的重要数据发布。

且地缘政治方面在一段时间内也保持相对稳定。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财政部：坚决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深入分析减

税降费政策的减收影响，有条件的地方依法依规有

序组织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加大国

有资源资产盘活力度。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要求村镇银行严

格坚守县域和专注主业，不得跨经营区域办理授

信、发放贷款、开展票据承兑和贴现；支持多渠道

拓宽资金来源，推动和利用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对

村镇银行开展转贷款业务。

 外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 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6510 亿元，支出 14906

亿元，顺差 1604 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 15117

亿元，支出 12224 亿元，顺差 2893 亿元；服务贸

易收入 1393 亿元，支出 2682 亿元，逆差 1289 亿

元。

 意大利将征收数字税。意大利议会本周通过新税

法，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向大型跨国科技公司

征收数字税，与法国 10 月实施的税收类似。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曾于 12 月初警告称，正在考虑是

否对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数字服务税展开调

查。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我国 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关

注企业经营的边际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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