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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次会议，研究加强地方金融机

构微观治理和金融监管等工作。一是保持宏观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要保持物价基本稳

定，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要助企纾困，更好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

力。要大力支持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

容忍”，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整体质量、管理能力、市场化

程度持续提升，同时部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有所暴露，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

有待完善，需要高度重视。三是以优化金融供给侧体系为目标，加强监管，

促进微观治理机制见效、地区金融生态改善。把握定位，优化结构。支持引

导地方金融机构专注主业，树立稳健发展理念，坚持服务当地、服务小微企

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定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好机构兼并风险

机构，促进地区金融供需结构平衡。强化监管，提升质效。金融管理部门要

加强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风险集中度、关联交易、数据真实性等的监管，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监管科技建设，提升监管效率和覆盖面。

要强化监管追责问责，严肃查处金融监管失职渎职等行为。健全治理，规范

经营。地方金融机构要完善公司治理，加强风险管理，强化审慎经营，不过

度追求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完善法治，增强活力。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

的边界，纠正不当干预行为，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激发地方金融机构的

创造创新活力。整体来看，此次会议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同时高度关

注地方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通过加强监管，增强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

全球宏观经济跟踪全球宏观经济跟踪

近日，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视频会议召开，央行行长易纲出席会议。一是全

球经济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态势仍然脆弱。各方同意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应

对，避免过早退出经济支持政策，决心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同时防范负面溢出效应、维护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会议肯定了开放、公平的

贸易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二是同意进一步支持低收入国家应对疫情冲击。

各方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普遍增发 6500 亿美元等值特别提款权的方

案，研究成员国自愿将特别提款权转借给脆弱国家的方案。会议同意将 G20

缓债倡议最后一次延期6个月至2021年末，欢迎个案落实债务处置共同框架，

强调商业债权人应以可比方式参加。会议承诺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16 次

份额总检查。三是肯定了可持续金融对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意将 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升级为工作组，通过了可持续金融工作计划，今年重点

推动加强信息披露、完善可持续投资的识别并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应对气

候变化。四是各方同意继续推动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韧性，落实关于完善

跨境支付体系的路线图，要求全球稳定币满足相关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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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2 -6.49

R07D 1.9629 1.53

R14D 2.2297 6.50

HIBOR 隔夜 1.9812 -126.13

HIBOR 七天 2.7970 -27.80

表.债市收益率走势

期限
国债收益率

（%）

日变化

（BP）

3A中短期票据

收益率（%）

日变化

（BP）

1年 2.6105 0.00 3.0201 -1.43

3年 2.8793 0.52 3.558 -1.17

5年 3.039 0.27 3.7685 -0.25

7年 3.2038 0.02 3.9676 0.28

10年 3.2221 0.06 4.0884 -0.5
10年
美债

1.625 -5.3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914 0.39%

USD/JPY 109.26 -0.54%

AUD/USD 0.7653 0.51%

USD/CNY 6.5490 0.05%

表.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美元/桶）
59.6 -0.28%

铜期货 2

（美元/吨）
9008 1.04%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415.25 0.46%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55.8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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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条款：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金融市场部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
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询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金融市场部和作者无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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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亿元

逆回购到期。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宽松，月初流动性扰动因素较少，

资金价格较为平稳。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79%,较前一日

下行 6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1.96%,较前一日上行 2BP,交易所质押式

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1.68%,较前一日下行 7BP,GC007 成交

均价 1.89%,较前一日上行 1BP。离岸人民币方面，假期过后流动性相

对均衡，隔夜 HIBOR 大幅回落 126BP 至 1.98%。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延续窄幅波动。日内资金面相对宽松，股市表现

偏强，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通胀和社融数据，债市延续窄幅波动。近

期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债市情绪也相对谨慎。全天来看，债市收

益率窄幅波动。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16 收益率收于 3.2180%，与

前一日基本持平。国债期货弱势震荡，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10%。信

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3.02%，较前一日下行

1BP。美债方面，鲍威尔再度淡化通胀失控风险，美债收益率下行，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5.3BP 至 1.625%。

 外汇市场：昨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美联储将保持对经济的支持，

要看到经济取得实际进展才开始缩减 QE，同时认为通胀只是暂时上

升。数据方面，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高于预期和前值，同样

对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形成压力。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39%

报 92.0645。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 0.12%报

6.5463。本周美元指数回调缓解人民币压力，人民币汇率窄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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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跌 0.05%报 6.5490。

 商品市场：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核问题会议取得积极进展，美国对伊

朗的制裁有望取消，不过前期市场已有预期，油价最终涨跌不一。上

一交易日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59.6 美元/桶，下跌 0.28%。布

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于 63.2 美元/桶，上涨 0.1%。美财政部存款余额

仍处高位，市场预期其后续将加快资金使用力度，为市场提供充足流

动性，美债收益率下行，金价上涨。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上涨 1.04%，

收于 1755.84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上涨 0.29%，收于 369.20

元/克，Au99.95 上涨 0.34%，收于 368.96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尽管经济前景改善，但融

资环境收紧为时尚早。除了短期的疲软之外，欧元

区的经济活动有望在今年获得动力。从中期来看，

有利的融资条件、扩张性的财政立场以及随着遏制

措施逐步取消而出现的需求复苏，都应该为欧元区

经济的复苏提供支持。各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仍然

不平衡，因为遏制措施对服务业的影响大于对制造

业的影响。（金融界）

 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美国 4

月 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74.4 万人，高

于市场预期的 68.0 万人和前值 71.9 万人。美国上

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凸显出美国就业市场

复苏不均衡，其中加州和纽约州的就业市场复苏情

况较差，这两个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幅最

大。初请失业金人数上升的原因或是餐饮业难以招

回工人，从而造成失业。（证券时报）

 商务部称一季度中国外贸开局良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 8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1 年一季

度我国外贸开局良好，下一步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

策，推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从近期商务

部对 2万多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来看，企业在手订单

较去年有所改善，一半左右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

出口退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等政策措施的获得

感较强。（证券时报）

 海南自贸港放宽市场准入 22 条特别措施发布。《关

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

别措施的意见》8 日发布。此次出台的措施共 22

条，涉及医疗、金融、文化教育、商业航天、种业、

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将支持海南高端医美产业

发展，探索将国产网络游戏试点审批权下放海南，

支持海南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

设和运营。（澎湃新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 3月 CPI、PP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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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