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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美联储公布 9 月利率决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在 0-0.25%不变。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

维持低利率直至劳动力市场条件达到委员会评估的最大就业水平，且通胀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适度超过 2%，以及至少以当前的速度维持资产购买以支持信

贷流入家庭与商业。一是本次声明略微不及市场此前的预期鸽派。一方面，

本次会议是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新框架后的首次会议，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

对平均通胀目标给出更多解读，但本次会议仍未明确平均通胀目标的具体实

施细节，以及在本次声明中关于“一段时间”和“适度”的具体解释。市场

解读为美联储对通胀高于 2%的持续时间预期可能不及想象的长。另一方面，

美联储提高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更加偏向乐观，同时指出美国经济增长需

要货币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本次季度经济预测显示，2020 年 GDP、失业率

和 PCE 分别为-3.7%、7.6%和 1.2%，均好于 6月时预期的-6.5%、9.3%和 0.8%。

鲍威尔表示，美国第一阶段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迅速

反应，未来若新一轮的纾困计划迟迟未出，许多失业家庭将面临困境。二是

美联储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未来持续情况表示担忧。尽管近期美国就业数据稳

步修复，但是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企业破产和裁员带来的永久性失业增加

是劳动力市场恢复的隐患。有数据表明，在疫情造成的 1200 万失业中，截至

目前尚有 200 万仍处于失业状态中，在部分行业重启困难，新一轮财政救济

不能及时实现的情况下，失业情况将很难改善，而这将给经济复苏带来困难。

三是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推进，各国政策关注点从应对疫情冲击转换到刺

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前期美国货币政策发力较多，边际效用有所减弱，相

对的，事件性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近期更大。而受到头部效应的影响，美股及

其他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大或将成为常态。

监管政策跟踪监管政策跟踪

银保监会昨日于官网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

银保监会指出，《办法》贯彻支持实体经济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健相结合、提

供便利金融服务和有效防范风险相结合、坚持审慎监管底线和灵活应对突发

情况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坚持框架性、包容性和原则性的导向，为监管部门

和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全面指引。《办法》共五章三十八条，主

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突发事件定义、应对基本原则和组织管理制度安排。

二是既要求做好基本金融服务，又鼓励提供金融支持措施。规定银行保险机

构应当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保证金融服务的持续性，包括公告营业变更、采取

多种服务形式、提供金融便民服务和应急处置金融服务、为受影响借款人提

供灵活支持等内容。保险公司应当开发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增加业务供给，

积极发挥保险的风险防范作用。同时，进一步倡导和支持银行保险机构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分别规定了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可以主动提供的具体金融支

持措施，明确应重点支持的领域。三是强调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的同时

要守住风险底线。四是规定有针对性地调整监管方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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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6 -30.99

R07D 2.2741 0.37

R14D 2.3125 -3.68

HIBOR 隔夜 2.2555 4.22

HIBOR 七天 2.5660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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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4 1.80 3.2161 -2.19

3年 2.8457 -0.57 3.6879 -2

5年 2.9944 -0.64 3.9511 -2.54

7年 3.1785 1.99 4.0402 -2.82

10年 3.126 1.77 4.1778 -2.82

10年

美债
0.703 1.8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16 -0.26%

USD/JPY 104.95 -0.46%

AUD/USD 0.7306 0.05%

USD/CNY 6.7613 -0.24%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0.16 4.91%

铜期货 2 6777 0.23%

大豆期货 3 1011.25 1.99%

现货黄金 1959.2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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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开展 1200 亿元 7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200 亿

元逆回购到期。资金面总体充裕，午后略有收紧，银行间市场隔夜回

购成交均价 1.45%，较前一日下行 31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27%，

与前一日基本持平。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总体均衡，HIBOR 隔夜品种报

价 2.26%，较前一日上行 4BP；7 天品种报价 2.57%，较前一日上行

3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收益率震荡后上行。早盘市场延续前日乐观情绪，

央行等量续作逆回购略超预期，收益率震荡下行。随后国债期货翻绿，

叠加午后资金面边际转紧，市场情绪整体偏弱的情况下，债市收益率

上行。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先下后上，中短端表现优于长端，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收益率上行 2.25BP报 3.1275%。国债期货多

数小幅收跌，10年期主力合约跌 0.08%。信用债交投较为活跃，6个

月期 AAA级信用债收益率下行 2BP至 3.07%，1年期品种下行 2BP

至 3.21%。

 外汇市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当前利率水平和购债规模不变，

未提及扩大 QE 规模。此外，美联储上调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对

美元构成支撑。美元指数震荡小幅收涨。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2%报 93.1082。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397 个

基点报 6.7825。人民币汇率升破 6.8 关口后，市场做多意愿较强，

叠加昨日市场预期美联储会议将延续鸽派，午后美元指数下行，进一

步推高人民币。下一阶段需关注美国大选可能带来的中美关系变化。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7613 涨 0.24%。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继续走高，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上涨

4.91%，收于 40.16 美元/盎司，回到 40 美元上方。布伦特原油近月合

约上涨 4.44%，收于 42.33 美元/桶。飓风萨利登陆美国，可能会对美

国墨西哥湾附近原油产量造成较大影响，叠加 EIA 原油库存下降 440

万桶，油价延续反弹走势。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上涨 0.26%，收于

1959.26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14%，收于 416.46 元/克，

Au99.95 收跌 0.24%于 416.00 元/克。昨日金价冲高回落，昨日美联储

公布 9 月利率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和现行资产购买规模不变，并预测

直到 2023 年不加息。由于美联储没有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且调升了

经济前景预期，黄金吐出部分早盘涨幅。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团结好、

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各级统一

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委统战部要发挥牵头协调

作用，工商联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民营经济人

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网）

 银保监会加强小贷公司监管。近日，银保监会印发

了《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通

知》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得用于以下事项：

股票、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房地产市场违规融资；

法律法规、银保监会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禁止的其

他用途。《通知》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降低贷款利率，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央广网）

 菅义伟表示将继承安倍政权的政策继续前进。当地

时间 16日 21 点，菅义伟在首相官邸召开就任首相

后的首次记者会，就内阁人事安排的目的和今后政

权的运营等问题表明自己的想法。他强调，对日本

来说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此

外，他指出将继承“安倍经济学”，将恢复经济活

力作为重要课题，目前保证就业、维持各产业继续

运转至关重要。（央视新闻）

 欧盟计划发行 2250 亿欧元绿色债券以刺激经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在一个重要的施政

报告中表示，这相当于欧盟 7500 亿欧元救助基金

的大约 30%。数据显示，欧盟的上述发行规模将大

致相当于去年全球出售的所有绿色证券之和，可能

令其成为第一大发行人。（新浪财经）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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