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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经国务院决定并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848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58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900 亿元。加上

此前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务 1 万亿元，共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18480 亿元，同比增长 30%。财政部表示，2019 年 11 月底提前下达的 2020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 万亿元，严格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资金

跟项目走”的原则，向手续完备、前期工作准备充分的项目倾斜，优先考虑

发行使用好的地区和冬末春初具备施工条件的地区，兼顾相关地区财力和风

险状况。经国务院批准，提前下达东部地区 4676 亿元、中部地区 2914 亿元、

西部地区 2410 亿元。今年 1 月，已发行 7148 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 12900

亿元的 55.4%，河南、四川等地已相继完成 2020 年首批专项债券发行工作。

下一步为更好发挥专项债券的作用，需加快工作进度。财政部要求相关地区

做好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今年初即可使用见效，

尽早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从使用投向看，2020 年提前下达的专项债资金

投向与 2019 年有所不同，由土储和棚改转移至基建投资，并重点用于铁路、

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

等能源项目领域。目前，推动全面复工复产面临着返工人员不足、部分地方

限制开工、口罩等防疫物资严重不足、产业链上下游不配套、交通物流不畅、

资金压力大等问题，此次新增专项债限额可以加快复工，支持基建开工、拉

动经济增长，在专项债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修复速度将有所加快。按照惯例，

一般债和专项债的额度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其中地

方财政赤字对应当年一般债的发行额度，地方专项债券额度由各地方根据情

况上报发行安排，财政部统一制定。在近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负

责人表示“今年的赤字安排已经考虑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

判断，疫情防控的支出是有保障的，有信心完成今年的各项财政指标。”考

虑到 2020 年需实现的疫情防控、脱贫、居民收入翻番等目标，本年度财政赤

字率应较去年的 2.8%可能有所提高，达到或略超过 3%。整体来看，本次新冠

病毒疫情与春节重合，与非典时期相比，对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造成

的影响更大，延长假期和推迟开工对工业生产和建筑业也产生了明显的冲击，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明显加大，短期内会对一

季度的经济活动造成扰动。此次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限额的提前下达，可以通

过一般债发行弥补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通过专项债发行加快各地企业复工，

提高基建增速。各级财政将加快发行，尽早确保资金到位，带动有效投资支

持补短板扩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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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2 -7.58

R07D 2.3364 -6.17

R14D 2.3948 -10.72

HIBOR 隔夜 2.2937 -13.67

HIBOR 七天 2.5635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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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0.90 2.779 -1.65

3年 2.4218 -0.05 3.1226 -0.76

5年 2.6076 0.09 3.3857 -0.76

7年 2.7867 -0.20 3.623 -1.84

10年 2.8201 -1.32 3.8695 -1.66

10年

美债
1.624 -1.5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0841 -0.30%

USD/JPY 109.82 -0.25%

AUD/USD 0.6719 -0.27%

USD/CNY 6.9805 0.1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1.42 0.49%

铜期货 2 5790 0.45%

大豆期货 3 906 0.28%

现货黄金 1576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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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2%，7天成交均价 2.3364%。

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1250%，7 天成交均价 2.42%。离岸人民

币流动性宽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29%，下行

14bp；7 天期定盘收于 2.56%，下行 21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进出口银行发行 1 年期抗击疫情主题

债，中标收益率 1.7036%，全场倍数 4.71；3 年、5 年、10 年期口行

债，中标利率分别为 2.6031%、2.9089%、3.3598%，全场倍数分别为

3.1、3.71、3.68。昨日增发 1 年、5 年、10 年期国开债，中标利率

分别为 1.8056%、2.8774%、3.2094%，全场倍数分别为 4.06、3.65、

2.69。二级市场方面，湖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 1.4 万人，防控形

势仍较为严峻，债市早盘低开约 1bp。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常会均提

出要进一步出台政策稳增长，但短期内企业复工情况未见明显好转，

市场整体窄幅波动，活跃券全天约在 1bp 范围内波动。全天来看，利

率债短端收益率下行 2-3bp，长端下行 1-2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

期国债期货主力 T2003 收涨 0.08%。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3-5bp，中票收益率基本持平。

 外汇市场：因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统计范围，昨日新冠肺炎新增确诊

人数大幅上升，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助推美元避险买盘。此外，昨日

公布的美国 1 月核心 CPI 增速较前值回升，稳固了美元涨势。其他货

币方面，欧元兑美元周三突破了 1.0877 的技术支撑位，或使欧元进

一步走低。英国财政大臣辞职，约翰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预期骤升，

英镑兑美元涨 0.64%。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11%报 99.1113。

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 67 个基点报 6.9785。因调

整统计范围，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大幅上升，刺激市场避险，人民

币承压下跌。短期内，疫情发展仍是扰动汇市的主要因素。上一交易

日，在岸人民币跌 0.11%报 6.9805。

 商品市场：昨日美国 WTI 原油小幅收涨 0.48%，收于 51.42 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上涨 0.98%，收于 56.34 美元/桶。昨日公布的国际能源署

（IEA）月报将 2020 年原油需求增长预估调降 36.5 万桶/日至 82.5 万

桶/日，为 2011 年以来最低。昨日俄罗斯方面发表的减产表态仍不明

朗，但措辞有所缓和，市场对 OPEC 进一步减产的预期升温。利比亚内

战带来的原油封锁仍在持续，据最新消息，该国原油产量已经下降到

16.37 万桶/日，部分缓解市场对供需失衡的担忧。昨日国际现货黄金

上涨 0.65%，收于 1575.7 美元/盎司。昨日湖北疫情确诊标准调整，

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上升，再度引发避险情绪升温，带动金价上行。钯

金方面，近期多空双方展开拉锯，昨日现货钯金价格小幅冲高 0.87 个

百分点，收于 2425.50 美元/盎司。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坚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不动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通

知指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都是重大政

治任务，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要

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

动摇，工作总体安排部署不能变，决不能有缓一缓、

等一等的思想。（人民日报）

 1 月全国乘用车销售 169.9 万台 跌幅超 21%。同比

创自 2005 年乘联会零售统计以来的最低增速。乘

联会表示，1月零售受到春节因素影响最大，春节

前有效销售时间仅有 20 天，理论上带来的零售同

比损失近 30%左右，经销商的订单结转能缓解一部

分年初压力。但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影

响，春节期间的经销商零售基本停止，1月的零售

增速低于预期。（澎湃新闻）

 美联储将从周五开始收缩隔夜和定期回购操作的

规模。美联储每日的隔夜操作最高规模将减少 200

亿美元至 1000 亿美元。同时，纽约联储宣布了 2

月 18 日至 3 月 12 日的 14 天定期回购操作的时间

表。最大规模将为 250 亿美元，从 3月 3日开始降

至最高 200 亿美元。（新浪财经）

 英财政大臣辞职，约翰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预期骤

升。英国财政大臣贾维德因与首相约翰逊发生争执

而辞职，引发市场猜测英国政府将加大财政支出力

度。这一迹象表明，约翰逊正借助改组收紧对政府

的控制，旨在实现他对英国在退出欧盟之后的愿

景。约翰逊原本计划对内阁做相对简单的调整，并

希望贾维德继续担任财相。（新浪财经）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美国1月零售销售及2月密歇根大学消

费者信心指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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