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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研究分析

经济形势，推动做好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是经济延续回升态势，完

成全年目标仍需艰苦努力。我国经济在巨大困难挑战中稳住基本盘、呈现稳

定恢复增长态势，这殊为不易。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增

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艰苦努力。既要坚定信心，又要把困难问题分析

透，真抓实干，巩固经济稳定恢复增长态势。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持

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依靠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确保完成今年主要目标任务。

二是减税降费让利是助企纾困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关键举措。

要继续狠抓后几个月政策落实，更精准用好财政直达资金，承诺的都要确保

兑现到市场主体身上，决不打折扣，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各级政府要坚持

过紧日子，坚决防止搞集中清欠税收、乱收费削减政策红利。扩大普惠金融

覆盖面，为更多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三是要加快发展

新动能。积极调动市场力量，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加速融

合、新型与传统消费协同共进，以消费潜力释放更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围绕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遵循规律，扎实推进“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在生态环

境保护、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挖掘更多新的有效投资增长点。四是要持续推

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深化“放

管服”等改革，让更多新市场主体迸发出来、成长起来，增强经济韧性和活

力。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拓展进出口空间，努力维

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五是要毫不放松抓好基本民生重点工作。多措并举推

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落实好失业、低保等保障政策，兜牢受疫情、洪涝灾害影响的特殊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底线。统筹煤电油气供应，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强化责任，扎实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整体来看，今年以来我国规模性纾困政策特别是减税降费

效果持续显现，主要指标逐步恢复，需求、供给同步回暖，预计四季度经济

将保持复苏态势。

外汇市场外汇市场跟踪跟踪

昨日为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 6.75 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 6.7268

开盘后，跌穿 6.73 关口，16时 30 分收盘报 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 223 个

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

跌穿 6.75 关口，最低报 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 400 个基点；离岸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 6.71、6.72、6.73、6.74 和 6.75 关口，最低贬值

至 6.7556，较前一交易日 6.6907 的收盘价贬值超过 600 个基点。整体来看，

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短期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人

民币汇率可能短期内出现走弱，但从国内基本面、国际贸易、资本流入等方

面看，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支持，预计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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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9 0.52

R07D 2.2442 23.27

R14D 2.3341 34.82

HIBOR 隔夜 3.4942 -58.33

HIBOR 七天 3.3977 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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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37 -0.80 3.2051 0.15

3年 3.0005 1.33 3.7489 -1.61

5年 3.0893 -2.51 3.9874 -2.04

7年 3.2665 0.01 4.1663 -2.05

10年 3.1861 -0.37 4.3002 -2.05

10年

美债
0.779 0.4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13 -0.11%

USD/JPY 105.33 -0.27%

AUD/USD 0.7209 -0.43%

USD/CNY 6.7358 0.33%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39.43 -2.88%

铜期货 2 6737.5 -0.38%

大豆期货 3 1033.75 -2.98%

现货黄金 1922.7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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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有 6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净回笼 600 亿元，资金面整体仍较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1.57%，较前日基本持平；7 天成交均价 2.24%，较前一日上行 23BP。

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延续偏紧，隔夜 HIBOR 报价 3.49%，较前一日下行

58BP；7 天品种报价 3.40%，上行 35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小幅上涨。近期市场风险情绪较强，股市明显上

涨，早盘债市收益率小幅上行。资金面整体宽松下，午后债市收益率

转为下行。周末央行下调远期购汇准备金率，人民币快速升值趋势可

能放缓，但在中美高利差持续，国内基本面向好态势下，预计境外机

构对人民币资产仍有较强配置意愿。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先上后下。

10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收益率下行 1bp报 3.1750%。国债期货低

开后窄幅震荡小幅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涨 0.12%。

 外汇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新财政刺激计划周末被国会拒绝，

谈判再度陷入僵局，随后，特朗普呼吁国会通过一项精简后的刺激法

案，市场对刺激方案可能出台整体表现出乐观情绪，美元指数窄幅波

动。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04%报 93.0438。人民币方面，昨日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670 个基点报 6.7126。上周六央行发布公告

称，自昨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

市场受影响有所回调。当前美元指数整体偏弱，我国经济基本面稳步

回升，预计人民币汇率仍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上一交易日，

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7358 跌 0.33%。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下跌，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2.88%，

收于 39.43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2.5%，收于 41.78 美

元/桶。受墨西哥湾飓风消退，挪威石油工人罢工结束，利比亚最大油

田恢复生产等因素影响，昨日国际油价明显下挫。上一交易日国际金

价小幅下跌 0.40%，收于 1922.8 美元/盎司。9 月 30 日上金所 Au99.99

上涨 1.06%，收于 408.79 元/克，Au99.95 收涨 1.05%，收于 408.28

元/克。尽管白宫提出了一份 1.8 万亿的经济救助方案，但该方案遭到

了两党的一致批评，美国财政救助谈判再次陷入困境，此外美元的企

稳也对金价形成压制。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中国和柬埔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柬自贸协定货

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市场准入都达到目前我自贸

协定最高缔约水平。货物方面，中方给予柬方货物

贸易零关税税目比例达 97.53%，柬方给予中方 90%

税目零关税，这是双方迄今所有自贸协定谈判中的

最高水平。（证券时报网）

 人社部：五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 6000

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数据显示，5年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

过 6000 万人，劳动参与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处

于较高水平。（新华社）

 欧盟领导人将坚持在英国脱欧协议中行使严格的

执行权。据英国《金融时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其他欧盟领导人将坚持对英国达成的任何贸易协

议实施严格的执行规则，并警告称，英国首相约翰

逊试图推翻英国脱欧条约的努力表明，英国的话并

不可信。（每日经济新闻）

 美国超 500 家大企业申请破产，46 家资产超 10 亿

美元。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统计，截至 10月 4日，

美国今年申请破产的较大规模企业达 504 家，超过

2010 年以来，任何可比时期的破产申请数量。申

请破产企业中，消费、工业和能源企业占了大头。

此外，截至 8月底的数据显示，今年申请破产的、

资产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数量达到了 46 个。

（FX168 财经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 9月及前三季度外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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