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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人民银行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总结 2020 年主要工作，分析当前形

势，部署 2021 年工作。对 2021 年重点工作，人民银行指出，一是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二是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

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延续实施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

策工具。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

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牵

头发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合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

衔接。三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

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

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

定价。四是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

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分

步推动建立宏观审慎压力测试体系。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等重点领域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体系。五是持续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加强风险排查，做好风险应对。完善风险防范处置长效机制，压实

金融机构和股东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最

后贷款人责任。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加强互联网平台公司金

融活动的审慎监管。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

序扩张、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决策部署，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强

化支付领域监管，个人征信业务必须持牌经营，严禁金融产品过度营销，诱

导过度负债，严肃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金融

创新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发展，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竞争力稳中有升。六是深

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妥

善应对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进一步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推动全面实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

边主义。七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顺势而为，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使用相关政策制度。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高质

量双向开放。促进本外币、离岸在岸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八是深化金融市

场和金融机构改革。牵头制定债券市场发展规划，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健全多渠道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推动完善债券市场

统一执法框架，加大对债券市场逃废债、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完善金融支持住房租

赁政策体系。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推动中小银行完善公司治理，聚

焦主责主业。九是持续改进外汇管理和服务。十是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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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09 -11.58

R07D 1.99 5.30

R14D 2.3696 7.70

HIBOR 隔夜 0.9972 -25.53

HIBOR 七天 1.5530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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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9 -6.05 3.0474 -2.24

3年 2.7911 -4.89 3.5147 -2.84

5年 2.9335 -1.24 3.791 -1.91

7年 3.145 -3.00 3.9854 -0.24

10年 3.1256 -0.49 4.1203 -0.24

10年

美债
1.041 8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2327 0.24%

USD/JPY 103.04 0.31%

AUD/USD 0.7802 0.55%

USD/CNY 6.4615 -0.04%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0.63 1.40%

铜期货 2 8037.5 0.44%

大豆期货 3 1361.5 1.08%

现货黄金 1918.6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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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亿元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400 亿

元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1300 亿元。资金面整体宽松，各期限资金价

格处于低位，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0.69%，较前一日下行 12BP；

7 天成交均价 1.99%，较前一日上行 5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宽松，

HIBOR 隔夜品种报 1%，较前一日下行 26BP，7 天期品种报 1.55%，较

前一日下行 45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延续偏强震荡，央行连续大额净回笼，但资金面

依然较为宽松，对债市形成支撑。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下行，中短

券收益率明显下行 3-5bp，长债则相对平稳，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 收益率下行 1bp 报 3.12%。国债期货小幅收涨，10 年期主力

合约涨 0.03%。信用债收益率下行，1年期 AAA 级信用债较前日下行

2BP 报 3.05%。美债方面，美国民主党有望实现“横扫”，市场对财

政刺激预期上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突破 1%。

 外汇市场：外媒报道称民主党人赢得美国佐治亚州参议员决选，重夺

参议院控制权，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引发骚扰。虽然美国官方尚未

认证最终结果，但市场对财政刺激扩大、经济复苏更为强劲的预期增

强，美元指数延续跌势。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07%报 89.4167。

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156 个基点报 6.4604。外

汇局部署 2021 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称要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

险，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避免外汇市场无序波动。或

对人民币过快升值态度谨慎。短期来看，国内经济基本面稳固、美元

指数续跌对人民币形成支撑，预计人民币将继续围绕当前中枢震荡。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4615 涨 0.04%。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原油价格延续涨势，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

于 50.63 美元/桶，上涨 1.40%。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54.30 美元

/桶，上涨 1.30%。昨日公布的 EIA 原油库存减少 801 万桶，库存降低

支撑油价继续上涨。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下跌 1.61%，收于 1918.61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下跌 0.07%，收于 400.73 元/克，Au99.95

下跌 0.23%，收于 400.21 元/克。外媒报道称民主党赢得佐治亚州的

两个参议院席位，获得参议院控制权，上述消息促使金价一度逼近1960

关口，但后续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可能在适当时间缩减购债

规模，对金价形成打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商务部回应美禁 8 款中国软件：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的错误行为。据商务部网站 6日消息，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就美国政府拟对中国软件应用程序相关企

业施加交易禁令事发表谈话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的错误行为，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应用程序的

无理打压，停止限制中国产品和服务在美国的正常

使用。我们将坚决支持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也

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 12 月财新服务业 PMI 回落至 56.3，但仍位于

过去十年来高位，环比回落 1.5 个百分点，显示中

国服务业活动进一步扩张。增速虽未及此前两月，

但仍是过去十年来最高记录之一。说明服务业从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复苏。服务业企业反

映，年底用工成本和原料价格上升，导致各项费用

攀升。（华尔街见闻）

 美国民主党赢下佐治亚州参议院决选。当地时间 6

日，美国佐治亚州对两个联邦参议院议席进行决

选。美媒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拿下全部

2个议席。这意味着，共和党丧失参议院多数党地

位，民主党赢得参议院优势。民主党将掌握国会参

众两院，为下一任总统拜登的立法道路扫除障碍。

这一结果将对即将离任的总统特朗普及他的共和

党带来沉重打击。（财联社）

 美联储会议纪要称所有官员一致同意保持购债速

度稳定。在上月召开的政策会议上，联储会官员一

致赞成保持资产购买速度稳定，部分官员对未来需

要时进行一些调整持开放态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在这次会议上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并加

强购债承诺，称将维持每月 1200 亿美元的购债速

度，直到向着实现就业和通膨目标“取得实质性的

进一步进展”。（财联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 12月外汇储备，欧元区 12月 CP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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