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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美东时间23日早上8点，美联储发布紧急声明称，为了促进最大就业和稳定物

价，并承担促进金融体系稳定的责任，正在利用其所有可能的手段为美国家

庭和企业的信贷流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宣布了四项行动，包括：一

是支持关键市场的运转。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按需购买国债和

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MBS)，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向更广泛的

金融环境和经济的有效传导。FOMC 此前曾宣布，将购买至少5,000亿美元的美

国国债和至少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此外，FOMC 将把机构商业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纳入其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范围。二是设立新工具

来支持对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流动。首先是设立两项信贷支持便利，

以支持向大型雇主发放信贷: 用于发行新的债券和贷款的一级市场公司信贷

便利(PMCCF);为二级市场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

(SMCCF)。第三个工具是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以支持针对消费

者和企业的信贷流动。TALF 将允许发行由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

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的贷款以及某些其他资产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

(ABS)。这些新工具加在一起将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财政部将利用

外汇稳定调节基金(ESF)向这些机构提供300亿美元的股本。三是扩大货币市

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以包括更广泛的证券，包括市政可变利率即期

票据(VRDNs)和银行存单，以促进对市政当局的信贷投放。四是扩大商业票据

融资机制(CPFF)，将高质量、免税的商业票据纳入合格证券，促进信贷流向

市政当局。除了以上四项行动外，美联储预计将很快宣布建立一个“大众商

业贷款计划”，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帮助小企业管理局(SBA)。

过去一周，美联储已经出台的措施包括：建立 CPFF、MMLF 和一级交易商信贷

便利；提高央行流动性互换额度；提高在贴现窗口借款的可获得性；放宽借

款条件；取消准备金要求；鼓励银行灵活处理因冠状病毒而陷入财务困境的

客户，并在处理过程中充分利用其流动性和资本缓冲等。整体看，目前美联

储已经尽可能的帮助经济度过难关，包括无限期无限量的 QE、购买信用债以

及多个工具的运用等。美联储紧急声明后，美债上涨、美元下行但美股上涨

后转为下跌，反应较为平淡。目前美元流动性紧张主要体现在股票市场，而

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的对手方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沃尔克规则限制，

银行禁止从事自营性质的投资业务，通过货币政策向股票市场提供流动性仍

有结构性困难。市场可能更加关注美联储是否能直接或者间接购买股票，以

及美国财政刺激措施的落地。本次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主要是受到疫情和原油

价格战影响，即时稳定金融体系将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或者减少次生

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实质仍然是控制疫情，以及疫情过后如何刺激经济、

避免短期负面冲击带来长期基本面的下行。美联储的行动向市场释放了强烈

的信号，尽管行动效果仍待观察，但考虑美联储随时准备解决遇到的问题，

预计美元流动性紧张局面将逐步得到缓解。未来需重点关注美国财政刺激政

策，以及大选期间疫情导致的政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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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5 4.66

R07D 1.6186 -3.38

R14D 1.786 -6.01

HIBOR 隔夜 1.3057 2.90

HIBOR 七天 1.828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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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2 -2.00 2.489 -2.02

3年 2.2032 -3.97 3.0016 -4.94

5年 2.4672 -5.45 3.3937 -3.87

7年 2.6591 -4.08 3.5378 -2.11

10年 2.6315 -5.00 3.8396 -2.11

10年

美债
0.787 -6.1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0726 0.36%

USD/JPY 111.23 0.27%

AUD/USD 0.5838 0.92%

USD/CNY 7.1187 0.74%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23.36 3.23%

铜期货 2 4630 -3.74%

大豆期货 3 884 2.49%

现货黄金 1553.2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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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松，各期限价格低位窄幅波动，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0.91%，

较前一日交易日上行 4BP，7 天成交均价 1.62%，较前一日下行 3BP。

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0.89%，7 天成交均价 1.44%。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延续宽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1.31%，上

行 3bp；7 天期定盘收于 1.83%，下行 2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发行 3、5年期农发债，中标收益率

分别为 2.34%、2.77%，投标倍数分别为 6.53、3.87，需求较好。二

级市场方面，隔夜美股三大期指先后触发熔断，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

慌情绪，早盘债市收益率小幅低开后震荡，国债期货大幅高开，午后

收益率震荡向下，国债表现好于国开债。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小幅

走暖，10 年期国开活跃券 190215 收益率下行 1.75bp 报 3.0825%，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190015 收益率下行 4.78bp 报 2.63%。国债期货大幅

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涨 0.52%。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

收益率下行 2bp，3 年期品种下行 5bp。

 外汇市场：美联储宣布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债

和 MBS，美元指数短线跳水，但避险情绪仍未全面缓解，美股最终收

跌，美元从低点震荡上行。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5%报

102.4528。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112 个基点报

7.0940。美元维持强势，在岸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晚间美联储宣布

无限量 QE，美元指数涨势有所收敛，离岸人民币收涨。美国货币政

策持续宽松，国内政策保持稳健，利差优势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7.1187 跌 0.74%。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原油市场止跌反弹，美国 WTI 原油上涨 3.23%，

收于 23.36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2.53%，收于 29.98 美元/桶。

尽管美国 2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周一未获通过，但市场预计多国将

出台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以提振经济增长，油价获得支撑。上一交

易日国际金价止跌继续上涨 3.64%至 1553.23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24%，收于 339.20 元/克，Au99.95 下跌 0.40%至

337.87 元/克。昨日美联储宣布将每天购买 750 亿美元国债和 500 亿

美元 MBS，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启用 PMCCF、SMCCF、TALF 工具，为

企业债券市场“背书”。受货币政策宽松消息提振，黄金昨日大幅上

涨。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家发改委：加强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表

示，将持续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加快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积极运用中央预算内投

资等各方面资金，加强包括 5G、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央视新闻）

 2019 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 318 万亿。中

国人民银行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末，我国

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318.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根据初步统计，2019 年末，我国银行业机

构总资产为 290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人民

日报）

 德国政府批准高达 7500 亿欧元疫情应对方案。3

月 23 日周一，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内阁成员召开了

紧急会议，批准了一项总额高达 7500 亿欧元（约

8000 亿美元）的疫情应对措施。在一份补充预算

下，政府将借款 1560 亿欧元，用于额外的社会支

出和直接向公司提供援助。德国还同意设立 6000

亿欧元的救助基金，为受到疫情打击的企业提供贷

款和担保，并购买这些受影响企业的股份。（全天

候科技）

 新西兰央行推出 QE。新西兰央行周一（3月 23 日）

宣布，将启动规模最高达 300 亿纽元（170 亿美元）

的国债购买行动，追随其他央行举措以应对新冠病

毒疫情的冲击。这是继上周一紧急降息 75 个基点

后，新西兰联储再度出台救市刺激举措。（新浪财

经）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 3月欧元区、美国Markit制造业 PM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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