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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人民银行公布 12 月金融数据，其中，12 月社融增量为 1.72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少 4821 亿元；M2 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上月末低 0.6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 0.5 个百分点。一是社融增速整体低于预

期，分项看主要是受到非标下滑和信用债净融资下降拖累，而政府债券净融

资反弹，对社融形成支撑。非标方面，12 月非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

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净融资为-7376 亿元，较 11月下降 5332 亿元。由于资管

新规原来的过渡期是 2020 年 12 月，因此非标项目多集中在上月到期。此外，

在信托严监管成为常态的情形下，新增有限也是净融资下滑的原因。信用债

方面，社融口径下，12 月企业债券金融资为 442 亿元，较 11 月下降 420 亿元。

11月和 12 月两月企业债券金融资额大幅低于历史同期，显示信用债违约冲击

影响仍在。政府债券方面，12 月政府债券融资为 7156 亿元，较上月增加 3156

亿元，是支撑社融的关键。二是从新增信贷数据来看，企业长贷继续多增，

信贷结构持续改善。据人民银行，企业贷款新增 5953 亿元，同比多增 1709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同比减少 3097 亿元，同比多减 3132 亿元；中长期贷款

新增 5500 亿元，同比多增 1522 亿元；企业票据融资增加 3341 亿元，同比多

增 3079 亿元。展望未来，一是货币政策不急转弯，预计退出步伐相对平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政策不急转弯，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疫情

发生后，让利实体、保主体保就业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随着国内经济

增长动能修复，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也将逐步退出。首先是“低价”的退出，

债券市场利率已经由 4 月的历史低位逐步回归，目前已经高于年初水平，贷

款利率总体处于低位，三季度末有所反弹。其次是“高量”的退出，预计后

续社融增速逐步走低，但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的结构性支持有望延续。综合

来看，相较于 2020 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感受到的流动性可能有所收紧。

二是“稳杠杆”导向下，预计信用收缩相对温和。2020 年在经济受到冲击、

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宏观杠杆率明显上升。截至三季度末，

宏观杠杆率上行至 270%，较去年末上行 25个百分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

行四季度例会均指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预计 2021 年稳杠杆政策与

2018 年去杠杆将有明显不同。随着明年经济增速回升，宏观杠杆率有一定自

然趋稳的动力。同时，信用政策大幅收紧往往对缺少抵押品的民营及小微企

业造成冲击。随着央行宏观审慎监管不断完善，结构性政策的传导将更有效

率，大幅收紧信用政策的必要性下降。三是社融增速或在 12-13%附近，与经

济增长匹配。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M2 及社融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长相匹配。

假设 2021 年社融增速在 12-13%，较名义 GDP 增速高 2-3 个百分点，初步估算

下，宏观杠杆率将上行 4-7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上升幅度基本一致。2020

年拉动社融高增的主要项目如政府债券、表内信贷或将放缓，资管新规过渡

期延长至 2021 年底，非标整改压力仍然存在，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压力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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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 12.45

R07D 1.9894 0.13

R14D 2.2491 -0.85

HIBOR 隔夜 1.8292 116.65

HIBOR 七天 1.8088 6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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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 -3.03 2.9394 -2.7

3年 2.7499 -4.40 3.4664 -0.09

5年 2.9452 -2.30 3.712 -0.91

7年 3.1476 -2.24 3.9301 -0.92

10年 3.1457 -1.75 4.0715 -0.92

10年

美债
1.133 -1.6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2207 0.46%

USD/JPY 103.76 -0.48%

AUD/USD 0.7772 0.97%

USD/CNY 6.467 -0.12%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3.21 1.84%

铜期货 2 7975.5 1.42%

大豆期货 3 1418.25 3.33%

现货黄金 1854.77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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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亿元 7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00 亿元

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50 亿元。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

购成交均价 1.41%，较前一日上行 12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1.99%，

与前一日基本持平。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边际收紧，HIBOR 隔夜品种报

1.83%，较前日上行 117BP，7 天期品种报 1.81%，较前日上行 68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震荡上涨。A股先跌后涨，债市收益率先下后上；

市场对春节流动性宽松预期上升，带动尾盘收益率明显下行。晚间公

布的 12月社融数据不及预期，主要受到信用债和非标融资规模回落

影响。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

率下行 1.75BP，报 3.1450%。国债期货尾盘拉升全线收涨，10 年期

主力合约涨 0.18%。信用债收益率下行，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下行 3BP

报 2.94%。

 外汇市场：外媒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封锁措施可能仍需要维持

8 周到 10 周时间，这意味着德国封锁措施将延续至 4 月初。英国央

行行长贝利认为负利率存在许多问题，提振英镑情绪。美元指数回调，

非美货币集体上行。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56%报 90.04。人民

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 59 个基点报 6.4823。近期市场

增量信息有限，人民币汇率延续区间震荡。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基本

面持续恢复对汇率形成稳固支撑，不过监管释放“慢升”信号，同时

美元指数有一定反弹压力，预计人民币仍将围绕当前中枢震荡。上一

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467 涨 0.12%。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

于 53.21 美元/桶，上涨 1.84%。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56.58 美元

/桶，上涨 1.62%。美元指数再次回落至 90 附近水平，叠加市场对原

油供应减少的预期推动原油价格上涨。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上涨

0.59%，收于 1854.77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下跌 0.78%，收于

387.99 元/克，Au99.95 下跌 0.73%，收于 386.79 元/克。经历上周五

的下跌，市场走势有所修正，叠加美债收益率回落，金价小幅回调。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

疫情防控的意见。意见指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春运保障。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持常态化精准

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切实强化底线思

维，充分预估风险挑战。按照减少人员流动、减少

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人员防护的原则，

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准备，强化各项防控措施。既要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做好春运服务，也能在局

地出现疫情后做好应急应对，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

春运保障“双胜利”。（中国证券报）

 国家医保局：2020 年医保基金累计结存首次超过 3

万亿元。受疫情影响，2020 年，职工医保和居民

医保收入增速与同期相比，下降十余个百分点。另

一方面，基金支出压力不断增大。2020 年全国基

本医保基金当期结存约 2700 亿元，累计结存 3万

亿元。医保支付新冠肺炎疫苗费用是应对特殊事件

的特殊之举。主要动用医保基金滚存结余，不影响

当期医保基金的收支，也不会影响人民群众看病就

医的待遇。（央视新闻）

 美国从 12 日起对法德飞机零部件等加征关税。由

于未能解决与欧盟 16 年的飞机补贴争端，美国将

从当地时间 1 月 12 日开始征收法国和德国的飞机

零部件和部分酒类产品的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宣布，将对包括机身和机翼组件在内的飞机零

部件征收 15%的附加关税，并对某些酒类征收 25%

的关税。（新华网）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负利率有很多问题。英国央行

行长安德鲁·贝利在向苏格兰商会发表的在线演讲

中表示，将利率降到零以下有很多问题，而这样的

决定可能会影响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贝利也表

示，他不再认为英国的失业率会像英国央行两个月

前预测的那样达到 7-8%左右的峰值，因为政府已

经延长了就业保护计划。（每日经济新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美国 2020年 12月 CP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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