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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人民银行决定自今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

人民银行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

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

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

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人民

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5 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

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

准备金。外汇风险准备金共调整过四次，分别是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应对

贬值压力，将风险准备金从 0%提升到 20%；2017 年 9 月 8日，在升值中顺势

退出为 0%；2018 年 8 月 6日，中美关系恶化，贬值压力再起，再次将风险准

备金提升至 20%；2020 年 10 月 10 日，汇率重回升值，再次调整为 0%。此次

人民银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率，一方面是考虑到当前外汇市场运

行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不存在引发外汇市场非理性波动顺周期行为，资本

外流压力大幅降低，因此可以降低风险准备金率，从而利于降低企业办理远

期售汇业务的财务成本。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势强劲，此时将风险

准备金率从 20%降到 0，与 2017 年 9 月的市场环境和央行的操作相似，体现

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

市场预期，通过深化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

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复苏回暖态势明显，金融市

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外汇市场供求总体均衡，预计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将保

持双向波动，单边升值空间有限。

先行示范区政策先行示范区政策跟踪跟踪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实施方案内容包括

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

试，支持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扩大金融业、航运业等对外开放等方

面。在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创业板改革

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

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

点。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

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在扩大金融业、航运业等

对外开放方面，支持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完善外汇

管理体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深圳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深圳依法合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

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整体来看，方案实施有力支持了深圳

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举措，

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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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7 -47.66

R07D 2.0115 -28.58

R14D 1.9859 -50.37

HIBOR 隔夜 - -

HIBOR 七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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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7 0.00 3.2036 1.48

3年 2.9872 -0.25 3.765 2.96

5年 3.1144 -0.03 4.0078 1.89

7年 3.2664 0.45 4.1868 1.9

10年 3.1898 0.25 4.3207 1.9

10年

美债
0.78 0.8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26 0.57%

USD/JPY 105.62 -0.39%

AUD/USD 0.724 1.05%

USD/CNY 6.7135 -1.43%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0.6 -1.43%

铜期货 2 6763 1.20%

大豆期货 3 1065.5 1.48%

现货黄金 1930.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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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跨季

后资金面整体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57%，较前一日

下行 48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01%，较前一日下行 29BP。

 债券市场：周六为调休工作日，非银机构不上班，债市整体较为清淡，

主要利率债收益率波动不大。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波动不大，10

年期国开活跃券 200210收益率上行 0.27bp报 3.76%，成交 7笔。信

用债收益率窄幅波动，1年期品种估值收益率 3.20%，较前一日上行

1.5BP。

 外汇市场：上周市场风险情绪反复，主因特朗普一度叫停财政刺激方

案谈判，但随后又表示将就针对航空业等的定向方案进行谈判，而在

周五则表示将推出一个更大规模刺激方案。市场避险情绪先升后降，

美元指数整体回落，上周跌 0.85%。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61%

报 93.0109。人民币方面，周六央行发布公告称，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市场认

为本次调整反映央行不追求人民币汇率趋势性升值，旨在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今日早盘，离岸人民币一度跌超

500 点，预计在岸人民币也将有所承压。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7135 涨 1.43%。

 商品市场：上周六海外市场休市，海外主要商品价格均未发生变化。

上周五上金所 Au99.99 上涨 0.38%，收于 404.49 元/克，Au99.95 收涨

0.11%，收于 404.04 元/克。市场消息方面，美国大选波澜不断，尽管

白宫医生宣布特朗普已满足解除隔离的标准，但原定于 10 月 15 日举

行的美国总统第二轮辩论仍然被取消。美国经济救助计划再次陷入困

境，特朗普和佩洛西互相指责对方应对刺激方案缺乏进展负责。疫情

方面，美国日均确诊上行至近 5 万例，累计确诊人数达 789.45 万例。

北半球进入秋冬季，新冠疫情在以欧洲多国为首的多个地区都有反弹

态势，为各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政策不确定和疫情反

复的影响下，预计商品市场将会持续宽幅波动。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撰文称，新时期金融改革发展需

关注十个重点问题，要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机遇，

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加快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

币的研发和可控试点，保障支付安全。完善有中国

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

小企业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

场化退出渠道。（中国金融杂志）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继续

回升。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天（11 日）公布，三

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 86.8，比二季

度回升 1.3 点，在今年一季度探底 82 之后，已连

续两个季度回升。其中，分行业指数全面回升，分

项指数 7升 1降。（央视新闻）

 日本计划明年启动数字货币实验。日本中央银行日

本银行 9 日宣布，将于 2021 年启动数字货币实证

实验。日本银行表示目前没有发行数字货币的计

划，但正在推动建立可应对数字化进展的机制。日

本银行计划进行的实验将包括检验货币必需具备

的基本功能如发行和流通等，检验是否能让数字货

币产生利息，规定所持数字货币金额上限，以及探

讨如何让民间企业和消费者参与等。（中国新闻网）

 英国将援助疫情下暂停营业的企业。英国财政部 9

日宣布，将为因新冠疫情而暂停经营的企业及其员

工提供援助金。根据这一计划，符合相关条件的企

业员工，将获得其原工资三分之二的政府援助金，

每人每月上限为 2100 英镑（约合 2740 美元）。该

计划从今年 11 月开始实施，为期 6个月。（新华

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在 IMF 举行会议上发

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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