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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据银保监会官网，银保监会近日召开 2020 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

会议，回顾 2019 年工作，部署 2020 年工作任务。会议指出，2019 年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重

点机构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展望 2020 年，本

次会议传达的主要信息如下：一是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网贷风险等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此

银保监会称要“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协调、配合

和政策指导”。二是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加强监督监管。一方面要防止在

处置风险过程中将局部风险扩大，引发系统性的震荡，要做到“徐缓调理与

外科手术相结合，实现稳中有进、标本兼治”；另一方面要防止在风险处置

过程中不依法依规的情形发生。三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质效。金融服务实体

是金融的立足之本，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金融需要起到逆周期调

节的作用，大力支持实体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

绿色产业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本次银保监会指出，“抓紧出台商

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要再降 0.5 个百分点，贷款增速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5 家大型银行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 20%。”对金融支持实体提出了具体的量化要求。四

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近期监管部门多次提出

要完善养老保障，优化养老产品，为资本市场长期的健康发展和中国经济社

会的稳定打牢基础。预计今年有关养老保险产品的具体政策将陆续推出。此

外，将加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质量监管，区别化管理，提高机构负债的稳定

性，形成健康的金融体系。

美国经济数据美国经济数据跟踪跟踪

上周五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2 月非农新增 14.5 万人，低于预期的

16.4 万人，为 2019 年 5 月以来新低；12 月失业率为 3.5%，持平于预期和前

值，为 50 年以来新低。数据公布后，美元下跌、黄金上涨。长期来看，美国

就业市场仍然稳定。尽管 2008 年危机后美国缓慢的经济复苏已经持续了 11

年，显示内生动力不足，但是失业率持续降低，目前在半个世纪的低位停留

已经超过一年，统计和调查数据均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强劲，尤其是低收入家

庭就业明显好转。这使得 2018 年后货币政策重点转向通胀。但是通胀水平持

续低于2%的目标，过去12个月PCE同比和核心PCE同比分别为1.43%和1.65%。

持续的低通胀降低了长期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的下降将加速实际通胀下行。

2019 年美联储再次开启降息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为 2.25-2.5，美联储总资产

为 3.8 万亿美元，相对于以往的降息开始时是更低的目标利率和更为庞大的

资产负债表，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空间。鲍威尔在 2019 年 10 月会议时称可

能会在 2020 年中期宣布货币政策新框架，以坚定通胀信心。预计 2020 年美

联储上半年维持利率不变，下半年有可能根据情况降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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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1 8.08

R07D 2.5791 0.61

R14D 2.5313 -14.93

HIBOR 隔夜 2.5087 24.17

HIBOR 七天 2.6243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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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4 -2.98 3.0446 -1

3年 2.6776 0.90 3.337 -1.92

5年 2.8643 -3.18 3.6971 -2.16

7年 3.0326 -1.40 3.9616 -1.73

10年 3.0819 -3.65 4.2165 -1.8

10年

美债
1.822 -3.9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121 0.14%

USD/JPY 109.45 -0.06%

AUD/USD 0.6901 0.63%

USD/CNY 6.9290 -0.03%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9.04 -0.87%

铜期货 2 6198 0.29%

大豆期货 3 946 0.26%

现货黄金 15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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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全天资金面

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85%，较前日上行 8BP，7 天成交

均价 2.58%，较前日上行约 1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收紧，香港市场

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51%，上行 24bp；7 天期定盘收于

2.62%，上行 10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周五发行 91 天贴现国债，中标利率 1.86%，

全场倍数 4.02，需求较好。二级市场方面，市场预期社融数据可能

回落，提振债市情绪，当日市场成交较为活跃，国债期货低开高走，

日内发行的专项债配置需求向好。全天来看，债市明显走强，各期限

利率债下行 1-3BP，10 年期国开活跃券 190215 收益率下行 3.5bp，

报 3.53%。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债主力合约涨 0.28%报 98.56 元，

创逾 3 个月收盘新高。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窄幅波动，中票收益

率下行约 2bp。

 外汇市场：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12月美国非农就业新增 14.5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 16.4 万人，就业数据的意外走弱压制美元，

上周五美元指数冲高回落。上周美伊冲突激发市场避险情绪，美元指

数走强。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09%报 97.3478，上周涨 0.48%。

人民币方面，上周五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146 个基点报 6.9351，

上周累计升 330 个基点。中美将于本周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市场

情绪向好。此外，近期美元指数偏弱震荡，叠加季节性结汇需求继续

释放，共同推动在岸人民币升值。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涨 0.03%

报 6.9290，上周涨 0.61%。

 商品市场：现货黄金周五温和收涨，美市盘中最高上探至 1562.90 美

元/盎司，收于 1562 美元/盎司一线。日内公布的美国 12 月新增非农

就业人数 14.5 万，跌至 2019 年 5 月以来新低，低于前值和预期。失

业率符合预期值 3.5%，数据的发布对黄金形成一定的提振。周五美伊

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冲突有所缓解，中美将于近期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避险情绪回落，对黄金形成压力。原油方面，美伊局势缓和，原油供

应中断的风险下降，OPEC 减产进入实施阶段，减产预期落地也对原油

形成压力，油价在周内冲高后大幅回调。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五收跌

0.52 美元，报 59.04 美元/桶，当周下跌 6.4%。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

收跌 0.39 美元，报 64.98 美元/桶，当周下跌 5.3%。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继续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据经

济日报，潘功胜表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及跨境

资金流动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保持了基本稳定。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7 月 1日以后新能源汽车补

贴不会再继续退坡。苗圩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

坛（2020）上宣布，今年 7月 1号后新能源汽车补

贴不会进一步退坡。他还表示，工信部将推动落实

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一是配套出台稳增长、促销

费的相关政策；二是牵头研究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

政策措施。

 2019 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约 15.5%。据中证

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 11

日表示，初步核算 2019 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

额超过 3000 亿元，投资收益率约 15.5%。截至 2019

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 2.6 万亿元，累计投

资收益额 1.25 万亿元，年均投资率 8.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误击客机承担全部责

任。伊朗国家电视台 11 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

明称，8日在伊朗境内坠毁的乌克兰客机是被“非

故意”击落。据新华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

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表示，由他领导的部

队将为误击乌克兰航空公司客机承担全部责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中美将于本周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应美方邀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 13日—15日率团

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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