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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美联储发布褐皮书，称从 7 月初到 8 月底，美国经济增

长略微放缓至温和水平。褐皮书采用调查报告的方式对 12 个地方联储所在地

的经济活动进行描述，是对经济数据的一种有力补充。本次褐皮书称，Delta

病毒的快速传播拖累了美国经济复苏，供应链和劳动力仍然紧张，天气因素

也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整体看，褐皮书的调查结果与近期美国经济

数据显示的结果基本吻合。一是劳动力市场复苏，薪资增长但劳动力缺口持

续存在。此前数据显示美国在 8月公布的职位空缺数为 1007.3 万，职位空缺

率达到 6.5%，均创下历史新高；8 月美国劳动参与率持平前值于 61.7%，较疫

情前水平仍低1.6个百分点；8月美国平均时薪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4.3%，

为近 5 个月最高水平。就业数据显示招聘需求旺盛，但人们重返就业市场的

动力不足，劳动力供给的限制增大了薪资上升压力。本次褐皮书显示，人员

流动增加、提前退休、育儿需求、工作机会谈判和失业救济金增加是造成劳

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雇主正用更频繁加薪、奖金、培训和灵活的工作安

排来吸引和留住员工，多个地区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快速增长。二是通胀压力

持续。4 月以来美国核心 PCE 持续处于 3%以上的高位并连续 4 月增长，通胀

压力较大。本次褐皮书显示，受资源短缺、交通运输和建筑材料成本上升影

响，美国通胀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在疫情反复、供应链紧张不能有效缓解

的情况下，通胀压力仍将持续。整体看，经济复苏或不及预期、疫情仍未见

顶，可能令美联储在调整货币政策的时点选择上更为谨慎，以进一步观察就

业等经济方面改善的持续性。

金融监管政策跟踪金融监管政策跟踪

昨日，银保监会于官网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办法》要求理财公司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管控机制，健全

各项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一是理财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

管理制度与治理结构，指定专门部门和岗位、配备充足具备胜任能力的人员

负责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二是承担理财产品投资运作管理职责的主要

负责人对该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承担主要责任。三是理财公司应当指

定专门部门负责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并与投资管理部门保持相对

独立。四是理财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第三方合作管理，确保及时充分

获取相关信息，满足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需要。《办法》强调将流动性

风险管理贯穿于理财业务运行的全流程。一是理财公司应当在理财产品设计

阶段，综合评估投资资产流动性、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等因素，审慎确定

开放式、封闭式等产品运作方式，合理设计认购和赎回安排。二是理财公司

应当持续做好低流动性资产、流动性受限资产和高流动性资产的投资管理，

提高资产流动性与产品运作方式的匹配程度。三是理财公司应当持续监测理

财产品流动性风险，审慎评估产品所投资各类资产的估值计价和变现能力，

充分考虑声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的可能影响，并

提前做出应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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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7 -2.04

R07D 2.2654 3.18

R14D 2.3321 4.75

HIBOR 隔夜 1.6328 -5.45

HIBOR 七天 2.2154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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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6 1.00 2.7222 0.07

3年 2.5659 0.51 3.0843 1.26

5年 2.7005 1.04 3.4386 1.26

7年 2.8699 0.76 3.6993 1.26

10年 2.8705 1.01 3.7714 -0.14
10年
美债

1.342 -3.4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816 -0.20%

USD/JPY 110.25 -0.03%

AUD/USD 0.7365 -0.28%

USD/CNY 6.4622 0.03%

表.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美元/桶）
69.3 1.39%

铜期货 2

（美元/吨）
9249 -1.09%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79.5 0.20%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89.2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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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亿元

逆回购到期。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均衡，前日央行表态今后几个月

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预计资金面整体平稳态势将延续。银行

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2.21%，较前一日下行 2BP，7 天回购成交

均价 2.27%，较前一日上行 3BP，交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2.24%，较前一日上行 2BP，GC007 成交均价 2.29%，较前一

日上行 4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隔夜 CNH HIBOR 报价 1.63%，

较前一日下行 5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整体均衡，发改委表示下半年专项债发行规模

将高于去年同期，明年争取专项债券早发行、早使用，全天来看，债

市收益率略有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上行 1BP 报

2.87%。国债期货小幅收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07%。信用债方面，

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2%，较前一日基本持平。美债

方面，昨日美国财政部标售 10 年期国债的市场需求较好，中标利率

为 2 月以来最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3.4BP 报 1.34%。

 外汇市场：8 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联储官员观点仍有分歧。

其中，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美联储应尽快推进缩减购债。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则称，劳动力市场需要取得更多进展，若经济

继续好转，今年可能适合开始减慢购债步伐，表态相对温和。市场观

望欧央行决议及美联储官员进一步表态，美元指数回吐部分涨幅。上

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19%报 92.7157。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

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22%报 6.4674。美元指数有所回升，同时

市场谨慎等待欧央行利率决议，人民币汇率有所承压，维持区间震荡

态势。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跌 0.03%报 6.4622。

 商品市场：墨西哥湾原油产能在飓风过后恢复缓慢，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表示，预计 2021 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减少 20 万桶/日，主要是

飓风“艾达”迫使产量降幅大于此前预测。国际油价受提振有所反弹。

上一交易日 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涨 1.39%报 69.3 美元/桶，布伦特原

油近月合约收涨 1.27%报 72.6 美元/桶。美元指数延续升势，同时在

欧央行利率决议前市场情绪趋于谨慎，金价连续两日走低。上一交易

日国际现货黄金收跌 0.28%报 1789.26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96%报 374.85 元/克，Au99.95 收跌 1.03%报 374.14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美国财长耶伦要求国会尽快就债务上限采取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民主党领导层尽快提高债

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耶伦重申，美国立法者应采

取行动，避免到 10 月的某个时候耗尽资金、触发

历史性违约。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政

府用尽其传统的措施来避免因债务限额而引发的

违约，耶伦团队并不认可优先向债权人付款的选

择。（华尔街见闻）

 美国 7 月 JOLTS 职位空缺近 1100 万再创新高。根

据劳工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JOLTS)，

美国 7 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

74.9 万个，总数达到了 1093.4 万个，连续第 5个

月创新高，超过失业人数 220 万，6月份的该数据

则被上修至 1020 万。此外，职位空缺创纪录的同

时，大批美国人仍在领取疫情期间的失业金，上周

有 1200 万人领取失业救助。（智通财经）

 国常会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

施办法（草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

便民；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

施办法(草案)》。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新华网）

 央行发布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 年）。

总体来看，2020 年我国普惠金融服务重心更加下

沉，资本市场助力作用愈发显著，个人信贷维持稳

步增长。对于普惠金融的后续发展，报告建议，积

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企业开展直接融资，充

分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早投小”的作用，稳

妥降低小微企业挂牌融资门槛。同时，推动银行业

金融机构转变对专精特新企业的价值评价方式，以

投资眼光综合研判企业价值。（财联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 8月 CPI、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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