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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习近平表示，

欢迎德国抓住中国新一轮开放机遇；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共同做大蛋糕、

做大产业、做大市场，双方可以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开拓第

三方市场。默克尔表示，德国愿抓住中国深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扩大德中

贸易投资合作。在中德总理会谈中李克强总理与默克尔总理共同表示：维护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心态进行双向投资，共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就自动驾驶领域合作

达成意向。一是近年来欧盟一体化遭遇危机，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后欧美关系

出现裂痕，欧洲正在重新寻求盟友。2008 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欧元制度安排

的根本缺陷，即货币政策缺位环境下对财政刺激的过度依赖，且 2014 年受制

于俄罗斯和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变化，欧盟接纳乌克兰入盟。欧盟东扩节奏

被外力打乱，欧盟负担加重。由于特朗普当选后对美德贸易，以及近期对伊

朗核协议的强硬态度，美欧传统盟友关系出现破裂。欧洲发展需要更多的依

赖自身并寻求稳定的盟友关系。二是世界格局走向多元化，近期地缘摩擦时

有发生，也可能是全球经济复苏可能遇到瓶颈的体现。昨日特朗普宣布取消

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预定峰会，朝鲜方面称对美取消"特金会"感到遗憾，

愿随时与美会晤。朝核问题的解决仍有悬念。未来全球地缘摩擦需要更多的

解决方案，多级格局正在形成。

监管政策跟踪监管政策跟踪

央行于 4 月下发《关于开展 2018 年金融统计检查的通知》,在 2018 年 5 月至

10 月开展检查，资产负债数据、委托贷款、房地产贷款存量、理财与资金信

托等成为此次检查的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三部分：1.金融机构统计管理情况，

重点评估金融机构统计管理相关内控制度安排与效果；2.金融统计数据质量

情况，包括全科目资产负债统计数据质量、专项统计数据质量、理财与资金

信托专项统计数据质量三部分；3.金融机构对 2017 年统计检查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情况。其中金融统计数据质量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通知》要求，

各分支机构可结合辖区内金融机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检查重点，应避免因检

查面过宽造成检查不深入的问题，杜绝检查“走过场”。本次检查机构的范

围极广，几乎涵盖了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各类金融租赁公司、各类消

费金融公司，所有类型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根据《通知》，央行总行对部

分机构总部进行统计检查，央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城市

中心支行负责对辖区内机构开展统计检查，检查方式严格按照随机抽查方式

确定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各地分行在向辖区转发央行通知的过程中，还提

出具体落实步骤。以广州分行为例，4月至 5月，各金融结构、小额贷款公司

进行机构自查；6 月至 9 月，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10 月为统

计检查总结阶段，并报送检查报告。《通知》要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

问题，严肃处理，对严重数据质量问题，及时上报总行，相关错误数据原则

上在 2019 年结转数予以纠正。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72 0.20%

USD/JPY 109.26 -0.74%

AUD/USD 0.7576 0.21%

USD/CNY 6.3846 -0.0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70.71 -1.57%

铜期货 2 6880 0.19%

大豆期货 3 1035.75 -0.34%

现货黄金 1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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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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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0 0.52

R07D 2.8598 -3.19

R14D 3.9245 -12.90

HIBOR 隔夜 2.9390 0.84

HIBOR 七天 3.8172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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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5 0.12 4.4761 -1.33

3年 3.2813 1.98 4.7230 -3.02

5年 3.4170 -0.08 4.8020 -2.99

7年 3.6174 -2.80 5.0223 -1.94

10年 3.6501 1.01 5.0839 -1.94

10 年

美债
2.977 -1.50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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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进行 200 亿 7 天、200 亿 14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400

亿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到期量，资金面较前一日基本持平。银行间市

场隔夜成交均价 2.56%，7 天成交均价 2.86%。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82%，7 天成交均价 3.77%。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较前一交易日小幅上行，

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于 2.94%，上行 1bp；7 天期定盘于

3.82%，上行 40bp。线下资金方面，7-14d 报 2.60-4%，1M 报 4%-4.25%，

3-12M 报 4.6%-5.6%,较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债券市场：海外方面，美联储 5 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可以容忍

通胀暂时性地高于 2%的通胀目标，整体表态偏鸽派，盘前美债收益率下

行至 2.994%。一级市场方面，国开行发行 7年、10 年期国开债，发行规

模共计 160 亿；进出口行发行 3M、3 年、5 年期进出口行债，发行规模

共计 110 亿，由于近期国债无发行，市场投标需求旺盛。二级市场方面，

现券收益率自高点已经下行 10-15bp，前期做多的交易盘获利止盈；叠

加银行体系负债压力较大，存单利率高企，现券收益率较前日整体上行。

利率债除 1 年期和 7年期外，普遍上行 1-3bp。具体来看，10 年期国债

成交在 3.65%，上行 2bp；10 年期国开债 180205 收于 4.45%，上行 0.5bp。

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809 全天收跌 0.05%。信用债方

面，短融收益率整体下行 2-5bp，330 天 18 河钢集 CP003 成交在 4.75%；

中票收益率整体下行 3-4bp，2.97 年 16 中油股 MTN001 成交在 4.61%。

截至今日凌晨 6:00，美债收益率下行 1.5bp，收至 2.977%。

外汇市场：周四受避险情绪回升影响，美元指数下跌，避险货币日元上

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朝美峰会，全球金融市场避险需求升温。美元

兑日元跌 0.75%，报 109.26，创两周新低。此外，美联储在 5 月纪要中

暗示将不会采取过于激进的加息措施，也使美元指数强劲的上涨动能暂

歇，预计 6 月加息前美元指数仍将偏强震荡。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上

涨 0.42%，报 93.9976。人民币方面，由于欧元一度跌破 1.17 关口后，

美指也触碰 94 关口，市场对后市判断出现分歧，人民币汇率预期也出现

分化，呈现窄幅波动。目前客盘结购汇相对均衡，预计在 6月美联储加

息预期下，人民币可能仍然偏弱，但预计调整幅度仍将受到存量结汇影

响。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 0.01%，报 6.3846。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7 月期货周四收跌 1.57%，报 70.71 美元/桶。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或增加产量令市场担忧，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盘

中最低触及 70.52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低触及 78.57 美

元/桶。现货黄金周四暴涨，多头猛拉，金价重返 1300 大关。美市盘中最

高上探至 1306.56 美元/盎司，多头终于迎来翻身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

周四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 6 月会晤，市场避险情绪急升，对黄

金形成支撑。美元周四则高位回落，已跌至 94 关口下方。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商务部：中国没有削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量化承

诺，积极扩大进口是中方长期坚持的政策，欢迎包

括美国在内的优质商品服务来华；中方正在推动修

改专利法，密切关注美国有关进口汽车的调查。

 财政部：1-4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0054.9 亿元，

同比增 18.4%，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偿债能力和盈

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

8.7 个百分点，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重点行业

利润大幅增长。

 特朗普签署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议案为法

律。该议案将撤出对中小型银行的监管。

 欧洲央行 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经济增长风险大

致平衡，经济增长仍然坚实、广泛；不能排除需求

出现进一步减弱情况，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需

要持谨慎态度；委员们普遍同意通胀进展依然不充

分，对中期内通胀朝目标靠拢有信心；贸易保护主

义风险更加明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英国经济数据即将公布，关注对英央行货币政策的

影响。建筑业急剧萎缩、制造业增长放缓、消费者

购买力下降，是导致英国 GDP 增长势弱的主要原

因。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近日表明，若投资恢复强劲，

加息速度必须比 5月预期快。一季度经济增长状况

或具有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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