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市场日报金融市场日报

1

金融市场部 研究发展处

2019年 6月 19日（2019年第 114期）

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

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展开

沟通，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达成协议。

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互

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达成积

极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习近平表示愿意与特朗普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

见。自本周一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美方拟对约 3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多位与会代表警告称，加征关

税将加重美国企业成本和消费者负担，降低美国企业竞争力。此次两国领导

就经贸问题再通电话，使市场看到了中美贸易摩擦重新缓和的希望，对于双

方在 6 月 28 日举行的 G20 峰会上达成一定共识的预期有所提升，昨日离岸人

民币较日内低点大涨 400 点，为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元指数报收

97.6464，创 5 月底以来新高。

房地产数据房地产数据跟踪跟踪

5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房价涨幅出现回落。一是从环

比看，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或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涨幅略升，二手住宅涨幅与上月相同。4 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是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回落。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均回

落 0.2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5 月房地产投

资边际回落，开工面积增速仍高于竣工面积增速，房屋销售价格有所回落，

在政策趋紧的环境下，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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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6 -19.42

R07D 2.4097 -10.93

R14D 3.5689 -10.92

HIBOR 隔夜 2.2405 7.42

HIBOR 七天 2.5415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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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 0.06 3.3482 -4.28

3年 2.9284 -0.06 3.7988 1.15

5年 3.0542 -0.20 4.0945 1.18

7年 3.255 0.50 4.3044 -0.45

10年 3.2302 0.50 4.4863 -0.07

10年

美债
2.066 -3.2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194 -0.21%

USD/JPY 108.45 -0.08%

AUD/USD 0.6877 0.35%

USD/CNY 6.9264 0.01%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53.9 3.79%

铜期货 2 5949 1.78%

大豆期货 3 940.25 0.08%

现货黄金 1346.6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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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进行 900 亿 14 天逆回购操作，有 100 亿逆回购

到期，净投放 800 亿，全天资金面维持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

价 1.6536%，7 天成交均价 2.4097%。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719%,7 天成交均价 2.001%。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涨跌不一，香港市

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24%，上行 7bp；7 天期定盘收于

2.54%，下行 19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国开行增发 3、7 年期金融债中标利率

3.1768%、3.7306%，投标倍数分别为 4.1、3.61；农发行增发 2年期

金融债中标利率 3.0987%，投标倍数 4.4。二级市场方面，早盘收益

率延续小幅震荡后期，之后有消息传出年内可能调整全国财政预算，

下半年地方债发行额度可能增加，市场对于下半年稳经济的预期有所

强化，收益率上行约 1-2bp。午后，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言偏鸽派，

称称降息以及更多宽松是工具的一部分，市场预期后续欧央行降息的

概率大幅提升，现券收益率转而下行约 2-3bp。全天来看，债市收益

率小幅下行，国债收益率基本与前一交易日持平，国开债收益率短端

下行 1bp，中长端下行约 2-3bp。国开债 190210 收于 3.6075%，下行

1.75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1909 收跌 0.17%。信

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2-8bp，中票收益率下行 1-3bp。市场对

全球央行宽松预期加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3.2个基点，报2.066%，

创近两年新低。

 外汇市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更多降息以及宽松是政策的一部

分。市场上来看，当前货币市场预计 12 月底前欧洲央行将降息 10个

基点，欧元受打压兑美元跌 0.22%报 1.1193，创 5月底以来新低，美

元受提振小幅收涨。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9%报 97.6464。人

民币方面，昨日夜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期待与习主席在 G20 峰会的会晤。受此影响，全球风险资

产大幅上涨，离岸人民币上涨逾 300 点突破 6.9 关口，预计今日在岸

人民币亦将跟随上涨，未来需关注 G20 峰会上中美领导人会晤进展。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跌 0.01%报 6.9264。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二收涨于 53.90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期货收涨于 62.14 美元/桶。OPEC 减产协议的延长概率攀升，令原油

多头信心大受鼓舞，同时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为原油需求面带

来支撑。国际现货黄金周二冲高后回落，金价在触及日内高位 1354.40

美元/盎司后直线跳水，下跌约14美元，随后企稳反弹，终收于1347.38

美元/盎司。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

示愿意在 G20 会议上举行会晤。这一消息刺激了市场，表明中美贸易

争端有缓解的迹象，黄金应声下跌。但受德拉基鸽派言论的影响，金

价在下跌后企稳反弹。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618”电商大促交出亮眼成绩单。天猫“618”启

动 1 小时，成交量超去年 10 小时；截至 6 月 19

日 0时，京东“618 十六周年店庆”累计下单金额

2015 亿元。更能提供优质生活的商品广受好评，

三四线城市释放消费潜力。

 财政部金融司召开提高金融企业审计质量、有效防

范金融风险研讨会，下一步，财政部金融司将通过

完善金融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和选聘制度，提高

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融企业的审计独立性和履职恰

当性，提升金融企业审计质量，夯实防范金融风险

的制度基础，进一步促进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放鸽。他表示，如果通胀没有

达到目标，欧洲央行将考虑更多的刺激政策，包括

降息和资产购买。他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指标的

疲软状况将持续，并重申当危机出现时欧央行将利

用职权范围内的所有灵活性工具来履行职责，应对

任何挑战。

 澳洲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未来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

能性高于按兵不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对相关决策

十分重要；6月降息将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闲

置产能；更低的利率会使澳元贬值并减少家庭债务

负担。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英国 5月通胀、工业订单数据。梅辞职

后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加大，预计将对主要经济数据

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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