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市场日报金融市场日报

1

金融市场部 研究发展处

2020年 2月 17日（2020年第 22期）

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一行两会一局”介绍金融系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有关情况。一

是重点地区现金回收消毒后存放14天再投放。央行专门开设大额资金汇划“绿

色通道”，确保境内外各类大额资金的汇划需要；全力保障现金供应，要求

各商业银行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对外付出现金尽可能以新钞为主，对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回笼现金，采取紫外线或者高温等消毒，存放 14 天以上再投放

市场，对于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现金消毒以后，要求存放 7 天以上再投放市

场。二是支持疫情防控银行已提供信贷超 5300 亿。银行机构通过调整区域融

资政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办法等措施，加大受疫情影响严重地

区的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

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

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

难的，予以展期或者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战胜疫情影响。力争今年的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在 2019 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分

支机构推动银行总行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三是考虑疫情客观影响，适

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受疫情影响，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监管考核可能

会进行适当调整，允许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复工复产需要时间，需求端、生

产端将为价格稳定带来一定压力，央行将在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

采取措施稳定价格。银保监会表示，目前银行面临着监管指标达标的压力，

银保监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较为严重地区的银行充分考虑疫情的客观影响，

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对于监管指标达标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或者在监管措

施上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四是国际收支形势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此次疫情

对进出口外贸企业造成一定冲击，进而对全年的国际收支水平形成一定扰动。

但国际收支形势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等短期影响而轻易发生改变。但受国

内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调整影响，我国经常账户运行进入更加均衡发展阶段，

近年来经常账户顺差与 GDP 之比处于合理区间。未来我国国际收支仍有基础、

有条件延续基本平衡格局。五是 A 股市场已经基本回归常态化运行，优先支

持疫情严重地区和抗疫企业融资。目前证监会根据不同地区受疫情影响情况，

支持市场机构分类采取股票质押协议展期，对部分融资融券客户不主动强制

平仓，适当延长客户补充担保品的时间等措施，此外优先支持疫情严重地区

和抗击疫情相关企业融资。合理延长股票、债券融资等相关许可的有效期，

适当放宽并购重组业务时限，对受疫情影响的上市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研究提

出延期安排，对证券公司因受疫情影响风控指标暂时达不到要求的适当放宽。

整体来看，近期金融系统密集推出一系列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及恢复生产，

监管政策在整体稳定的同时更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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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2 -17.60

R07D 2.2351 -10.13

R14D 2.3800 -1.48

HIBOR 隔夜 2.1590 -13.47

HIBOR 七天 2.4685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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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3 -1.97 2.7579 -2.11

3年 2.4225 0.07 3.1048 -1.78

5年 2.6229 1.53 3.3777 -0.8

7年 2.7977 1.10 3.6115 -1.15

10年 2.8631 4.30 3.8580 -1.15

10年

美债
1.592 -3.2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0831 -0.09%

USD/JPY 109.78 -0.04%

AUD/USD 0.6714 -0.07%

USD/CNY 6.9795 -0.0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2.51 1.65%

铜期货 2 5760 -0.52%

大豆期货 3 903.25 -0.30%

现货黄金 1583.6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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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36%，7 天成交均价 2.24%。

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15%，7 天成交均价 2.37%。离岸人民币

边际转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16%，下行 13bp；

7 天期定盘收于 2.47%，下行 10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周五发行 91天期贴现国债，加权中标利

率 1.5155%，边际中标利率 1.5990%，全场倍数 3.37，边际倍数 1.6。

二级市场方面，疫情担忧减轻叠加股市上涨，债市周五有所调整。随

着一系列疫情防控政策落地，市场对疫情控制和企业复工的预期有所

回升，加之股市向好，股债跷跷板效应下也对避险情绪有所压制，市

场情绪波动加大，走势有所反复。全天来看，债市明显调整，短端利

率在资金面宽松的影响下维持低位，长期限利率明显上行，10 年期

国债活跃券 190006 收益率上行 3.72bp 报 2.89%，10年期国开活跃券

190215 收益率上行 2.86bp 报 3.28%。国债期货方面，10年期主力合

约跌0.45%。信用债收益率延续下行，各期限AAA级信用债下行1-2BP。

当前资金面充裕的情况下，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化，期限利差高位走

扩，显示出市场预期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经济增长有望逐步

修复，短期内需密切关注企业复工情况和高频经济数据。

 外汇市场：上周五公布的欧元区 2019 年第四季度 GDP 同比修正值为

增 0.9%，低于预期的增 1%，而美国 1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0.3%，符

合市场预期。此外，美国对欧盟飞机加征进口关税亦打击欧元信心，

对美元形成支撑。在对疫情担忧发酵和美国经济数据相对较好的双重

影响下，美元指数上周突破 99关口，创 4个月来新高。上一交易日，

美元指数涨 0.05%报 99.1588，上周涨 0.46%。人民币方面，上周五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 58 个基点报 6.9843，上周累计贬 75 个基点。

短期内，疫情发展仍是扰动汇市的主要因素，市场情绪谨慎，人民币

汇率在 7 关口下方窄幅震荡。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涨 0.01%报

6.9795，上周涨 0.09%。

 商品市场：上周五国际油价继续上行，美油收涨 1.65%，收于 52.51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上涨 1.60%，收于 56.34 美元/桶。欧美主要经

济体基本面持稳，经济数据向好，市场对原油需求前景的担忧有所缓

解。上周五国际金价上涨 0.5%，收于 1583.60 美元/盎司。当地时间 2

月 13 日晚，伊拉克一驻有美军的军事基地遭到火箭弹袭击，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随后当地时间 2月 15日凌晨，美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

大使馆附近遭多枚火箭弹袭击。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带动金价反弹。钯

金方面，近期多空双方拉锯持续，昨日现货钯金价格小幅冲高 0.19 个

百分点，收于 2430 美元/盎司。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他强调，既要立足当前，

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

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

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央广网）

 央行等五部门：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意见》从积极推进临港新片

区金融先行先试、在更高水平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

开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出 30

条具体措施。《意见》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加快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金融时报）

 美宣布对欧盟飞机加征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周五发表声明称，美国将把针对欧盟飞机的进

口关税从 10%上调至 15%。欧盟官员已经表示他们

希望与美国展开谈判，但是他们不会向美国的霸凌

屈服。（澎湃新闻）

 德国公布 2019 年经济修正数据 第四季度经济零

成长。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2019 年第 4 季度，

德国 GDP 与第 3季相同，完全处于一个零成长期。

联邦统计局同时确认 2019 年德国经济成长率为

0.6%，是自 2013 年以来最差的年度表现。(中新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 1月我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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