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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会后的联合声

明称，G20 将为战胜疫情做出一切努力，重点保护民众生命和健康、保障就业

与收入、恢复信心、保持金融稳定、恢复经济并促进更有力的复苏，将疫情

对贸易和国际供应链的影响降到最低，向所有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同

时协调公共卫生和金融措施。G20 表示将启动总价值 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

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保障方案的一部分，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

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目前疫情在全球超预期蔓延，金融市场剧

烈波动，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冲击，G20 就新冠肺炎疫情专门举行峰会，有助

于凝聚抗击疫情的全球合力，提振信心稳定经济。作为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

治理重要平台，G20 成员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占全

球的三分之二，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 86%，此前在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次 G20 强调会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新冠疫情及

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市场信心形成有力提振。昨日 G20 声明后，英、法、

德等欧洲股票市场从跌 3%以上到全面收红，美三大股指小幅高开后也一路拉

升，最终上涨均超 5%。目前看，经过前期的剧烈调整，以及各国陆续出台的

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波动幅度已经收窄，逐步摆脱大涨大跌交替出现的非

正常行情。除了市场信心外，G20 将在协调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二是 G20 推出的大规模经济计划或将成为全球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协同扩张的一大助力，我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尽管

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较好效果，但仍面临就业、进出口冲击和经济

增长发力点选择的问题。据专家预测，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在今年夏天前结束

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全球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损害，不利于我国经济

形成强力反弹，未来各项措施仍需要综合发力、精准施策。

应对疫情政策应对疫情政策跟踪跟踪

昨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的通知》。《通

知》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以来，产业链上下游部分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压力问题，

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增强金融支持和服务，畅通产业链资金流，提升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整体效应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加大产业链核心企业金

融支持力度。支持核心企业通过信贷、债券等方式融资后，以适当方式减少

对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占用，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解决流动资金紧张

等问题。二是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通过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

资、预付款融资、存货与仓单质押融资等方式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

业的信贷支持。三是加强金融支持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强化银行业金融机

构金融支持“稳外贸”作用，增加外贸信贷投放，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

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鼓励保险机构进一步拓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四是提升产业链金融服务科技水平。五是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激励

和风险控制。六是加大保险和担保服务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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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 0.84

R07D 1.8693 5.77

R14D 1.9894 6.12

HIBOR 隔夜 1.3072 0.05

HIBOR 七天 1.7877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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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5 -5.11 2.4374 -1.06

3年 2.0824 -4.41 2.9095 -3.19

5年 2.3714 -6.59 3.3298 -3.19

7年 2.5949 -4.95 3.5265 -0.95

10年 2.594 -3.49 3.8293 -0.95

10年

美债
0.853 -2.1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032 1.38%

USD/JPY 109.58 -1.47%

AUD/USD 0.6063 1.75%

USD/CNY 7.0960 -0.07%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22.6 -7.72%

铜期货 2 4804 -1.05%

大豆期货 3 880.25 -0.14%

现货黄金 1631.3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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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回购利率维持在 1%下方，7 天期品种因跨季而小幅续涨，

资金供求整体平稳。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0.92%，较前日上行

1BP，7 天成交均价 1.87%，较前一日上行 5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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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平；

7天期定盘收于 1.79%，上行 7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发行 3、5、10 年期口行债，中标收

益率分别为 2.24%、2.68%、3.17%，投标倍数分别为 5.63、4.68、3.52。

昨日发行 3 年（剩余期限近 1 年）、5 年、10 年期国开债，中标收益

率分别为 1.55%、2.56%、2.95%，投标倍数分别为 4.98、4.10、4.48，

中标利率均低于二级估值收益率，投资需求较好。二级市场方面，隔

夜 1、3 个月美债收益率转负，10 年期美债企稳。国内早盘收益率平

开后小幅下行，午后国开债一级市场招标结果好于预期，带动债市收

益率下行，市场情绪升温，3-5 年期品种下行更为明显，整体下行约

7BP。在市场资金较为充裕的情况下，资金或转向配置中长端债券，

未来或仍有下行空间。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明显下行，10 年期国

开活跃期 190215 收益率下行 2.5bp 报 3.06%，5 年期国开活跃券

200203 收益率下行 6.5bp 报 2.65%。国债期货全线收涨，10 年期主

力合约涨 0.22%，5 年期主力合约涨 0.12%。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收益率下行 1BP，3 年期品种下行 3BP。

 外汇市场：G20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闭幕，将启动价值 5 万亿美元

的提振经济计划，市场情绪表现积极，美国股市连涨三日。此外，鲍

威尔坦承美国可能已陷入衰退，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激增，多重

利空带动美元指数继续从高位回落。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1.51%

报 99.4181。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50 个基点报

7.0692。隔夜美元下跌支持人民币早盘高开，但购汇需求较多推动汇

价回落。短期来看，随着海外经济刺激政策出台，金融市场情绪有所

改善，但海外疫情尚处爆发期，不确定性较高，预计人民币将维持区

间震荡走势。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16:30收盘报 7.0960涨 0.07%。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原油市场再度下跌，美国 WTI 原油下跌 7.72%%，

收于 22.6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下跌 2.27%，收于 29.31 美元/桶。各

国疫情管制措施下石油需求前景黯淡，沙特俄罗斯原油价格战下增产

仍在持续，市场供需仍然失衡。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有所回调，上涨

0.89%至 1631.34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27%，收于 362.00

元/克，Au99.95 下跌 0.51%至 362.00 元/克。昨日公布的美国初请

失业金人数上涨 300 万人至 328.3 万人，突破历史高位，叠加美联储

持续宽松，美元下行，黄金价格上涨。上一交易日现货钯金价格宽幅

震荡，小幅收涨 0.06%，收于 2331.65 美元/盎司。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26 日发

布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

人入境的公告。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

蔓延，中方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 0时起，暂时

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中方愿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做好当前形势下中外

人员往来工作。（新华社）

 鲍威尔：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美联储仍有政策空间。

他表示，目前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疫情发展情

况将决定经济何时重启，当务之急是控制住新冠病

毒。他还表示，美联储仍有政策空间；借贷方面的

弹药还没有用尽；抵押贷款和车贷是美联储有可能

涉及的领域。（金融界）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至 328 万人。由于新冠

病毒疫情的剧烈冲击，截至 3月 21 日当周，美国

初请失业金人数从前一周的 28.2 万人激增至 328

万人，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远超道琼斯

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的 150 万人。（每日经济新闻）

 英国央行宣布按兵不动。周四晚间，英国央行宣布

维持利率不变，此外维持 6450 亿英镑债券购买规

模不变。这一决议符合预期，因为此前英国央行已

宣布两次紧急降息。在政策导向方面，英国央行称

如有必要，可进一步扩大资产购买。（中财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美国 2月 PCE物价指数、个人支出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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