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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6 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员相关负责人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谈到如何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发改委负责人说中国是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市场主体达 1.1 亿户，其中企业 3470 多万户，说明中国有庞

大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也有非常庞大的生活资料消费市场。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大有可为，首先，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速度很快；其次，

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将成为潜力巨大的市场；再次，中国新

型城镇化正在加快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消费意识不断增强，

将释放巨大市场潜力。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国家发改委先后会同相关

部门围绕八个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针对基

础设施建设在今年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发改委负责人谈到去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 5.9％，低于以往年份，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我国企业

转型升级矛盾、困难叠加。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各级政府投资占比不

到 5％，主要精准用于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民生短板，形成了

一大批巨额的优质资产，通过 PPP 等方式盘活后，形成良性投资循环。对于

各级政府投资，要严格防止形成新的债务，严格防止“半拉子”工程。民间

投资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今后仍将大力促进民间投资增长，一是降低

准入门槛，扩大准入空间。二是帮助民间投资解决融资等困难，促进民间投

资平稳健康地发展。

房产市场跟踪房产市场跟踪

开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交易总体呈下滑态势。2019 年 2 月，全国 300 个城

市建设用地共成交 1168 宗，同比减少 275 宗；成交金额 1984.75 亿元，同比

下降 30.36%。从成交楼板均价来看，一线城市成交楼板均价为 11008.22 元/

平方米，同比上涨 13.41%；二线城市成交楼板均价 2553.6 元/平方米，同比

下滑23.94%；三、四线城市成交楼板均价1117.64元/平方米，同比下滑6.76%。

房地产市场受流动性宽松预期影响，一二线城市出现回暖迹象，但三四线受

前期棚改货币化导致的虚高房价、房企高库存影响，房价仍处下跌趋势。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房地产的表述置于“城镇化”的章节中，不再

单列，整体基调也相对平稳，关键词是“落实城市主体责任”、“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发展”、“房地产税”。这意味着城市对于楼市调控的话语权将

增强，但哪些城市有望宽松，哪些城市还会持续紧缩，有待进一步细则出台。

从长期看，购房人口持续下降、居民负债率持续提高都在削弱住房购买力，

在新一轮城镇化启动后，三四线城市房产市场弱化将更为明显，而中心城市、

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房产市场则可能从需求和供给层面出现较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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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8 -20.28

R07D 2.4181 -8.61

R14D 2.5100 -7.33

HIBOR 隔夜 1.8747 -8.05

HIBOR 七天 2.2305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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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6 0.55 3.2335 2.52

3年 2.8519 1.99 3.6249 2.70

5年 3.0893 -0.97 4.0637 3.55

7年 3.2098 1.18 4.2678 1.87

10年 3.2021 -1.28 4.3974 -1.19

10年

美债
2.693 -2.6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307 -0.01%

USD/JPY 111.77 -0.11%

AUD/USD 0.7032 -0.73%

USD/CNY 6.7106 0.10%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6.22 -0.60%

铜期货 2 6468 -0.15%

大豆期货 3 902 -1.29%

现货黄金 1286.3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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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交易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有 600 亿元逆回购

到期，净回笼 600 亿元，全天资金面较为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

均价 2.1168%，7 天成交均价 2.4181%。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206%,7 天成交均价 2.34%。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继续转松，香港市场

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1.87%，下行 9bp；7 天期定盘收于

2.23%，下行 12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上午发行 3 年和 7 年期国债，整体招标结

果一般；下午发行 1、7、10 年农发债，中标利率低于二级市场，招

标需求较为旺盛。二级市场方面，早盘受前期收益率上行过大，叠加

股市未延续前期强势的影响，现券收益率走低约 2bp。午后，股市虽

然出现大幅上涨，但对债市影响正在消退，收益率仅小幅上行约

0.5bp。临近尾盘，市场传出央行可能会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受

此影响，债市收益率快速走低，下行幅度约为 3-4bp。全天来看，短

端收益率下行约 1bp，中长端下行约 4-5bp。国开债 180210 收于 3.7%，

下行 4.75bp。国债期货方面，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906 收涨 0.12%。

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上行 2-5bp，170 天 18 汇金 CP005 成交在

3%；中票收益率上行 2-5bp，1.2 年 18 汇金 MTN005 成交在 3.27%。

截至今日凌晨 6 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2.693%。

 外汇市场：美联储褐皮书称美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略微到温和增长，劳

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美元小幅上涨，日内一度突破 97 关口，连涨六

日。本轮美元强势周期由美国自身强劲经济增长和美联储加息主导，

目前欧洲经济疲软，欧央行加息一再推迟，短期内美元将维持强势。

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6%报 96.8907。近期国内股市走热，海

外资金流入加快，资本项下流入成为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之一。在

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扩大、外部摩擦有所缓和的双重影响下，

预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趋势将更加显著。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跌 0.10%，报 6.7106。

 商品市场：原油方面，美国 WTI 原油 4月期货周三收跌 0.34 美元，或

0.60%，报 56.22 美元/桶。美国原油库存报告好坏参半令油价震荡交

投，同时美元暂时持稳也令油价适度盘整。现货黄金周三小幅收跌，

美市盘中最低下探至 1283.40 美元/盎司，金价出现明显的盘整走势，

窄幅波动，仍运行在 1280 关口上方。美元继续上涨，美指最高触及

96.99，冲高回落已重返 97 关口下方。日内公布的 ADP 就业数据显示

增长 18.3 万人，接近市场预期的 18.5 万人，市场反应平淡。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

的主题；目前不良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的

风险、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风险等各方面金融风险

依然存在；改革开放要以保证金融安全、金融稳定

为前提，金融管理部门最大责任就是保持金融稳

定，这个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开放，才能发展；欢迎

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

 2019 年上海将加快启动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规

划建设，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将支持配合上

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聚焦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积极培育和筛选一

批“独角兽”“隐形冠军”“四新企业”等优质科

创企业上市资源。

 美国去年贸易逆差刷新十年新高。12 月份美国贸

易逆差激增至 598 亿美元，全年贸易逆差增加了

12.5%，扩大至 6210 亿美元，创 2008 年以来最高。

 美联储褐皮书称美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略微到温和

增长，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美国经济活动在一月

后期和二月继续扩大。在 12个地方联储中，10家

报告“略微到温和增长”。在所有劳动技能层面，

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紧俏、薪资有所增长。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欧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预计仍将按兵不动，

重点关注是否实行新的 TLTRO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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