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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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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附件形式印

发了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方案》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关键改革、

三个阶段目标、五大工作原则、二十七条改革举措、四十条首批授权事项”。

一个关键改革，即“综合授权”改革，就是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下，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

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三个阶段目标，2020 年试点开好局、起好步。2022 年

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到 2025 年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建设作

出重要示范。五大工作原则，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二是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三是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四是坚持先行先试、

引领示范。五是坚持底线思维、稳步实施，科学把握时间节奏和步骤。二十

七条改革举措，《方案》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对外

开放、民生服务、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等六大方面提出 27 项目标任务和

保障措施。四十条首批授权事项，包括六个方面，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

14条，营商环境方面 7条，科技创新体制方面 6条，对外开放方面 7 条，公

共服务体制方面 3 条，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方面 3 条，各条中明确了改革事

项的主要内容。实施方案和授权清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综合授权有别于此

前改革试点通常实行的“一事一议、层层审批、逐项审核”的授权方式，是

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以清单式批量报批的方式推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授权清单是批量授权的重要载体，是改革方式方法创新的

重要体现。列入清单的事项实施备案管理，除明确要报批的事项，其他不再

逐项报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分若干次，滚动研究制定授权清

单，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成熟一批，推出一批，滚动接续，压茬前行，

蹄急而步稳地推进综合改革试点。整体来看，在中央改革顶层部署下，深圳

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将有效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尽快落地，深圳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将充分发挥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

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跟踪跟踪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IMF 预测

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全球经济仍深陷衰退。从不同经济体来看，IMF

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

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3.3%。IMF

上调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1.9%，提升了0.9个百分点，并仍预计中国将

是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同时维持中国在2021年将实现8.2%增速的判断。

IMF 指出，在4月初中国大部分地区重新开放后，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快于

预期，在强劲的政策支持和出口弹性的支撑下，二季度 GDP 出人意料地出现

了正增长。IMF 建议短期内的经济支持政策应着眼于引导经济走上更加强劲、

公平和富有韧性的增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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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 -5.26

R07D 2.3121 -4.81

R14D 2.3903 0.10

HIBOR 隔夜 1.6670 -60.88

HIBOR 七天 2.7957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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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1 0.79 3.2028 1.11

3年 3.0159 -0.31 3.7157 -0.97

5年 3.1557 -0.98 4.0047 0.34

7年 3.2773 -1.48 4.1835 0.34

10年 3.2202 -0.98 4.3174 0.34

10年

美债
0.752 1.4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718 0.09%

USD/JPY 105.4 -0.05%

AUD/USD 0.7081 -0.18%

USD/CNY 6.6982 -0.47%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0.88 -0.20%

铜期货 2 6740 -0.13%

大豆期货 3 1050.25 -1.11%

现货黄金 1899.29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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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央行开展 5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有 2000 亿元 MLF 到期。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

均价 2.06%，较前一日下行 5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31%，较前一日

下行 5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转松，隔夜 HIBOR 报价 1.67%，较前一

日下行 61BP，7 天品种报价 2.80%，较前一日下行 63BP。

 债券市场：周五债市收益率先上后下。早盘债市情绪相对谨慎，国债

期货开盘继续下跌。随着资金面转为宽松，市场悲观情绪有所缓和，

午后收益率转为下行。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全天来

看，债市收益率小幅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 收益率下行

0.75bp报 3.2125%。国债期货小幅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涨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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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P。

 外汇市场：上周五投资者对全球疫情反弹的担忧加剧，以及美国在大

选前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前景黯淡施压美元，但美国 9月零售销售数

据好于预期，美元跌幅收窄。上周，市场担忧疫情反弹、英国无法与

欧盟达成协议、美国刺激计划仍无进展等刺激避险情绪，美元指数结

束两周连跌走势。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1%报 93.7027，上周涨

0.74%。人民币方面，上周五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42 个基点报

6.7332，上周涨 464 个基点。人民币尾盘随美元指数回调上行，同时

客盘结汇力量构成支撑，在岸汇率重回 6.7 下方。短期来看，央行调

整外汇政策后，人民币汇率转入区间震荡。市场不确定事件仍多，美

元指数走强，人民币汇率走势或受限，双向波动态势将更趋明显。上

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6982 涨 0.47%，上周涨 0.23%。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小幅收跌，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0.2%，收于 40.88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0.5%，收于 42.93

美元/桶。周五欧美疫情仍在反弹，为原油需求蒙上阴影，但上周五公

布的美国零售数据环比增加 1.9%，大幅超过市场预期，对油价形成支

撑。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小幅下跌 0.5%，收于 1899.29 美元/盎司。

上金所 Au99.99 上涨 0.42%，收 404.00 元/克，Au99.95 上涨 0.26%，

收于 403.32 元/克。大选前两党就经济救助方案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愈

发渺茫，叠加零售数据超预期，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7月

高位，金价承压下跌。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成果丰硕，中西部 22 个省份

已销售扶贫产品 415.98 亿元。全国消费扶贫月活

动自 9月 1日启动以来，各地区各单位广泛组织动

员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踊跃

购买扶贫产品。截至目前，中西部 22 个省份已销

售扶贫产品 1715.18 亿元人民币，其中活动启动以

来销售 415.98 亿元。（经济日报）

 中国疾控在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到新冠活病毒。近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

源调查过程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

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是国际上首次

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

触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央视新

闻）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无意改变通胀目标政策或

前瞻性指引。黑田东彦表示，日本经济可能会出现

好转趋势，尽管受疫情不确定性影响，下行风险有

所增加；随着出口、生产和消费的回升，日本经济

活动正在逐渐见底。（Wind 资讯）

 英国警告企业加强过渡期准备，将可能无协议脱

欧。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上周取消贸易谈判后，

本周将要求企业加强脱欧过渡期准备。英国环境大

臣 Michael Gove 将与商业领袖们举行电话会议，

警告他们英国很可能在没有正式贸易协议的情况

下，宣布离开欧盟。英国国税局(HMRC)将致函给

200,000 家企业，制定新的海关和税收规定。

（FX168 财经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中国第三季度 GDP、9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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