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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IMF 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再度上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

期。一是全球经济进一步企稳，但复苏进程出现分化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尽管疫苗的持续推广提振了人们的情绪，但变异毒株的出现和病亡人数的不

断增加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不同国家、部门的复苏进程出现分化，这反映了

各国、各部门在疫情下受到的不同冲击，以及获得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未

来的经济前景不仅取决于病毒和疫苗进展情况，还取决于在高度不确定性下

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二是预计2021年全球增速为6%，2022年则将放缓至4.4%。

继全球经济 2020 年出现-3.3%的历史性萎缩之后，目前 IMF 预计全球经济复

苏势头将比今年 1 月的预测更为强劲，2021 年的增速预计为 6%（上调了 0.5

个百分点），2022 年为 4.4%（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此次上调主要是发达

经济体前景有所改善。特别是美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 6.4%，相较之前的预测

大幅上调了 1.3 个百分点，美国将成为唯一一个在 2022 年超过疫情前 GDP 预

测水平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已经在 2020 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欧元区等其

他发达经济体今年也将实现经济回升，但步伐较慢。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中国今年预计将增长 8.4%，其他国家可能到 2023 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

平。三是发达国家利率走高对新兴国家产生较大影响。美国国内疫苗的快速

推广以及 1.9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的通过，加快了美国预期的经济复苏。

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从年初低于 1%的水平上升至了 3 月中旬的 1.75%以上。

IMF 分析，如果利率走高的原因是美国的就业或疫苗方面利好，那么大多数新

兴市场会出现投资组合更强流入、美元计价债务利差下降、出口增长的有利

影响，但对于向美国出口较少且更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金融市场可能出现

压力。如果利率走高是由于通胀预期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利率、汇率和资本

流动往往不受影响。如果利率走高是由于预期发达经济体央行将采取更鹰派

的行动，那么美国利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往往会导致新兴市场长期利率上

升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如果相关新兴市场的信用评级为较低的投机级，那么

其长期利率则将上升三分之二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可能出现投资组合资本流

出和货币贬值。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加快，但不同国家、部门的复苏进

程出现分化，且未来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同时需关注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的中长期影响。

宏观经济跟踪宏观经济跟踪

3 月财新服务业 PMI 上升 2.8 个百分点至 54.3，结束连续三个月的下降趋势，

与统计局服务业 PMI 走势一致。随着局部疫情基本结束，服务业供求同步上

升。服务业就业指数较上月大幅攀升逾三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尽管如

此，用工数量的增加仍不足以消化不断涌入的新订单，3 月服务业积压工作量

有小幅增加。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能源价格的攀升，助

推服务业投入价格指数连续九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受成本推动影响，服务业

收费价格指数连续第八个月处于扩张区间，通胀压力持续增加。3 月服务业经

营预期指数为 2011 年 3 月以来新高，显示服务业景气度恢复速度较快。

图.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

表.回购利率走势

期限 昨日（%） 日变动（BP）
R01D 1.8081 5.69

R07D 1.9693 -11.31

R14D 2.254 3.33

HIBOR 隔夜 - -

HIBOR 七天 - -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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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7 0.77 3.0006 -3.2

3年 2.8825 1.40 3.5847 -0.59

5年 3.0156 1.63 3.7819 1.24

7年 3.1963 1.11 3.9757 0.27

10年 3.2087 0.74 4.0909 0.14
10年
美债

1.663 -4.2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76 0.53%

USD/JPY 109.75 -0.39%

AUD/USD 0.7664 0.17%

USD/CNY 6.5501 -0.17%

表.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美元/桶）
59.33 1.16%

铜期货 2

（美元/吨）
9047 2.92%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418.75 0.42%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43.2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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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亿元

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100 亿元。全天来看，资金面均衡偏松，月初流

动性扰动因素较少，资金价格总体处于低位。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

交均价 1.81%，较前一日上行 6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1.97%，较前一

日下行 11BP。交易所质押式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1.88%，较前一

日下行 23BP，GC007 成交均价 1.97%，较前一日下行 12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延续窄幅震荡。日内资金面延续均衡偏松，但债

市情绪总体偏谨慎。清明假期出游需求旺盛，经济回暖预期对债市形

成一定压力；叠加进入 4月，市场对地方债供给担忧仍存。全天来看，

债市收益率小幅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率上行 0.74BP

报 3.2050%。国债期货小幅收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08%。信用债

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3.0%，较前一日下行 3BP。

美债方面，部分由于前期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收紧预期超调，美债收益

率有所下行，昨日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4BP 至 1.66%。

 外汇市场：美债收益率下跌带动美元指数回落至两周低点。IMF 最新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显示全球复苏动

能增强，但短期内欧美复苏力量分化，美元指数仍有一定上行空间。

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33%报 92.2895。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

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0.19%报 6.5527。美元指数回调缓解人民币汇率压

力，人民币小幅走强。短期来看，美强欧弱的复苏态势将延续，美元

指数上行仍将施压人民币汇率，同时需关注中美关系及二季度企业分

红购汇需求带来的扰动，预计人民币双向波动态势将更为显著。上一

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涨 0.17%报 6.5501。

 商品市场：昨日美国参议院裁定，允许民主党在 2021 财年中再次使用

预算调和程序，允许民主党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基建计划，市场对拜登

基建计划落地预期升温，此外 API 库存降幅超预期，促进油价回升。

上一交易日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59.33 美元/桶，上涨 1.16%。

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62.74 美元/桶，上涨 0.95%。昨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黄金价格上行。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上涨

0.87%，收于 1743.27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下跌 0.45%，收于

366.39 元/克，Au99.95 下跌 0.74%，收于 365.63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耶伦称美国将扩大气候融资规模，支持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财政部正在与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以

及国际论坛合作，以了解和减轻气候变化给美国金

融体系和经济稳定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财政部

正与白宫、国会和其他方面合作，确保国内经济计

划和税收政策支持美国的气候目标，包括向脱碳经

济过渡、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公

平和高薪就业。财政部也在寻求扩大气候融资的规

模，并利用这些工具来增加私人投资。（金融界）

 3 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7.8%，较上月

上升 2.2%，连续 9个月保持在 50%以上，最近两月

连续环比上升。分区域看，各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

均有所加快，亚洲和非洲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小幅

提升，欧洲和美洲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

较为明显。综合指数显示全球制造业增速较上月继

续加快，全球经济复苏态势进一步增强。（金投网）

 央行工作论文建议：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

场。央行工作论文建议，研究各类汇率衍生品对汇

率形成作用，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场，或引

导境内相关主体有效利用离岸期货市场规避汇率

风险。建议进一步探索构建人民币汇率全球定价形

成机制，一是不断完善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定价机

制，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场；二是加强对全

球人民币流动、资产配置和价格变动的监测，稳步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期货日报）

 新一轮减税红利进入密集派发期。“十四五”开局

之年，我国对减税降费作出系列部署，打出为企业

减负的“组合拳”。近一个月内，国务院常务会议

已经接连三次作出部署。进入 4月，包括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一系列举

措开始落地，减税红利进入密集派发期。按照国务

院部署，月内还将有一系列利好企业的减税举措落

地。（新华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 3 月外汇储备，德国、欧元区 3

月服务业 PMI。

联系人：

郝 佳 010-85209686 haojia@abchina.com

马至夏 010-85607524 mazhixia@abchina.com

程丹琪 010-85607531 chengdanqi@abchina.com

夏 谱 010-85607542 xiapu@abchina.com

于富元 010-85209712 yufuyuan@abchina.com

伍宇镭 010-85209611 wuyulei@abchina.com

mailto:chengdanqi@abchina.com
mailto:yufuyuan@ab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