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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银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

者关于如何配合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时，发布人肖远企称，一方面，

要“开正门”，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参与投资比较好的项目，鼓励支持地

方债的发行，在商业银行柜台市场进行销售。另一方面，要防范相关风险，

特别是对违反规定的隐性债务，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一定要根据现有规定和政

策严格控制。城投相关债务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地方

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发行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自主性较强，容易盲

目扩张，产生地方债务风险。2015 年以来中央对地方城投管控力度加大，开

前门堵后门，城投债发行和使用都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城投债也逐渐显性

化。从 2019 年城投债的发行来看，发行量、发行主体数增速较快，且地区差

异较大。国办发[2018]101 号文出台后，城投债监管边际趋缓，叠加地方财政

压力加大，城投债发行量上升。从地区来看，江浙地区发行量较高，直辖市

和发行量较少的省份多集中在省级平台发行。黑龙江、安徽、江苏等省份城

投债多由地市级平台发行，直辖市和西藏、海南等城投发行量较少的省份多

由省级平台发行。城投债偿付压力和利差走势省际分化明显。从城投债偿债

压力上看，部分省份 2020 年债券到期压力较大。其中江苏、天津、浙江到期

量较多，分别为 3053 亿、1100 亿和 940 亿，宁夏、海南、青海等省份城投债

到期及回售余额占存量债余额比例较高，均在 30%以上，城投债到期兑付压力

较大。从信用利差上看，城投信用利差近期呈现走扩趋势，各省利差分化较

为明显。受近期资金面宽松的影响，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城投债信用利差

持续走扩。呼和经开违约事件后，各省城投债信用利差呈现分化态势，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5 日，青海、内蒙古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走扩 133 和 97个 bp，

其他省市城投债利差变动较为平稳。反映出违约事件发生后，市场主体对部

分地区城投风险情况的担忧。此外，多数中资城投企业美元债以绝对收益率

报价，在美国国债利率下行中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中资投资级美元债券的

主流报价方式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加信用利差，而中资城投板块较为特殊，多

以债券绝对收益率/现金价格报价。在美国国债收益率震荡背景下，城投板块

总收益率对美国国债利率下行的敏感程度低于其他板块，总收益率仍然可观，

来自私人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买盘较强。

汽车数据汽车数据跟踪跟踪

据中汽协，2019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产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7.5%和 8.2%，产销量降幅比上年分别扩大 4.2和 5.4个百分点，

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汽车产销量降幅扩大、乘用车产销量降幅大于汽

车总体、商用车产销表现好于乘用车、皮卡车产销量同比下降。展望 2020 年，

汽车相关消费有望提振，低线城市消费也有增长亮点。一是低基数下汽车消

费有望反弹，随着购置税退坡、国六标准切换等政策因素的冲击消退，汽车

消费有望逐步修复。二是放松限购、鼓励二手车市场发展等多项政策相继出

台。三是中长期来看，未来我国汽车消费增长动力将逐步向存量更新置换转

变，支撑汽车消费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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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3 29.42

R07D 2.6426 6.35

R14D 2.6319 10.06

HIBOR 隔夜 2.6824 17.37

HIBOR 七天 2.7515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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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7 0.63 3.0429 -0.17

3年 2.6889 1.13 3.3371 0.01

5年 2.8703 0.60 3.7027 0.56

7年 3.0444 1.18 3.9503 -1.13

10年 3.084 0.21 4.2049 -1.16

10年

美债
1.85 2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134 0.12%

USD/JPY 109.95 0.46%

AUD/USD 0.6904 0.04%

USD/CNY 6.8942 -0.5%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8.08 -1.63%

铜期货 2 6290 1.48%

大豆期货 3 942.25 -0.40%

现货黄金 1547.88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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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紧。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14%，7 天成交均价 2.64%。交易

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927%，7 天成交均价 2.873%。离岸人民币流

动性略收紧，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68%，上行

17bp；7 天期定盘收于 2.75%，上行 13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增发 3、5 年期农发债，中标利率分

别为 2.89%、3.21%，投标倍数分别为 6.48、4.62，需求较好。二级

市场方面，机构等待金融数据发布，市场交投相对谨慎。早盘收益率

略高开后窄幅震荡，早市尾盘略有上行。午后收益率继续震荡，振幅

不超过 0.5bp。国债期货亦全天震荡。全天来看，债市窄幅震荡，利

率债短端收益率基本持平昨日，长端收益率略微上行约 0.5bp。10年

期国开活跃券 190215 收于 3.5325%，上行 0.5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2003 微跌 0.01%。信用债方面，短融中票收益率

基本持平昨日。

 外汇市场：美国财政部取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决定，被认为是

为中美即将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释放的友好信号，市场风险情绪

进一步提升，美元指数收涨。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1%报

97.3829。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88 个基点报

6.9263。中美将于本周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叠加季节性结汇需求

继续释放，共同推动在岸人民币升值。昨日美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

国的认定，预计将进一步提振市场情绪。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涨

0.50%报 6.8942。

 商品市场：现货黄金周一小幅收跌，最终收于 1547.84 美元/盎司，金

价下跌主要由于避险情绪消退，一方面，美伊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冲突

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中美也将在本周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前期金价

涨势较好，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下，ETF 持有的黄金数量急剧下降，

短期内预计后市将窄幅震荡或继续走低。原油方面，目前美伊局势继

续降温主导原油价格回调，即使中美贸易乐观情绪也未能阻止油价连

续五日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一收跌 1.6%，报 58.08 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1.2%，报 64.20 美元/桶。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加

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习近平强调，要坚决查处各

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

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加强国家资源、国有

资产管理，查处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

要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建立

和强化长效监管机制。要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

度。（新华社）

 美国财政部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美

国财政部 13 日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取消对

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新华社）

 银保监会表示，资管新规过渡期内个别困难的机构

会适当给予灵活安排。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银保

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

表示，对于个别存量规模大的，在过渡期之内，确

实有困难的，我们也会研究相关安排，保证这些资

管产品，特别是银行理财产品，能够平稳有序到位，

个别这样的机构我们也会适当给予一些灵活的安

排措施。（第一财经）

 法德英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坚持遵守并

维护伊朗核协议，三国领导人同时呼吁伊朗取消所

有与协议不符的措施，避免任何新的暴力或核扩散

行为。在此基础上，法德英三方随时愿意与伊朗展

开对话，维护地区稳定。（央视新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近期将公布我国 12月主要金融数据。预计主要数

据整体平稳，或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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