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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国家发改委举办 10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一是经济延续稳步恢复的良好

态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

增长 5.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9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8 个百分点。从货运量看，9 月全社会货运量同

比增长 5.6%，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连续 5 个月正增长。9 月发改

委共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8 个，总投资 172 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

等行业。三季度经济运行稳步恢复的态势表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巨

大潜力。二是消费出现明显回升，下一步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当

前消费主要特点为，必需消费品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线下消费

继续回升，线上消费保持快速发展；复商复市加快推进，服务消费有序恢复。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

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健康医

疗、新零售等在内的新型消费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举措。推动汽车和家电消费

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旧汽车置换

政策。积极拓展农村消费。建设多层级消费中心。三是加强对集成电路重大

项目建设的服务和指导。2019 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 7562 亿元，同比增

长 15.8%，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但一些“三无”企

业投身集成电路行业，盲目上项目，造成资源浪费。下一步发改委将会同有

关部门强化顶层设计，狠抓产业规划布局，努力维护产业发展秩序。加快落

实国发〔2020〕8 号文，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四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

步深化简政放权，精简行政许可、优化审批流程，推广“容缺受理”、告知

承诺制等审批模式。进一步推行公正监管，加快完善优化营商环境“1+N”法

规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同步提升线上线下办事便利度，更大力

度推动政务服务数据整合共享。进一步强化评价引导。整体来看，随着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能不

断增强，虽然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但我国各项促进消费、促进产

业投资的改革措施稳步推进，预计在消费需求回升的引领下四季度经济将延

续复苏的良好态势。

货币市场货币市场跟踪跟踪

10月LPR报价保持不变，隔夜利率小幅下行。10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1年期LPR为3.85%（上次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上次为4.65%），

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10月20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700亿元7天期逆

回购操作，中标利率2.20%。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央行净投放700亿元。昨日

资金面先紧后松，银行间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小幅下行。银存间隔夜质押式回

购 DR001加权利率下行逾5bp 报2.14%左右，DR007、DR014、DR021和 DR1M 加

权利率均上行。整体来看，因央行连续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银行间资金供

给较此前增多，流动性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但随着缴税日临近，隔夜回购利

率可能有上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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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3 -5.77

R07D 2.5092 10.54

R14D 2.8081 7.29

HIBOR 隔夜 1.6047 -1.00

HIBOR 七天 2.6296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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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47 0.74 3.1841 0.13

3年 2.9955 -0.15 3.6976 -1.45

5年 3.1196 -1.14 4.0062 -0.55

7年 3.2473 -0.98 4.185 -0.54

10年 3.1955 -0.50 4.3189 -0.54

10年

美债
0.792 1.9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22 0.45%

USD/JPY 105.5 0.07%

AUD/USD 0.7048 -0.37%

USD/CNY 6.6818 -0.17%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1.7 1.56%

铜期货 2 6899 1.76%

大豆期货 3 1063.75 0.93%

现货黄金 1906.9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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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开展 7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700 亿元。资金面先偏紧后转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

价 2.22%，较前一日下行 6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51%，较前一日上

行 11BP。存单利率延续高位。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宽松，隔夜 HIBOR

报价 1.60%，较前一日下行 1BP，7 天品种报价 2.63%，与前一日基本

持平。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窄幅震荡。早盘资金面略有收紧，且在前一日市

场收益率明显下行后，债市有一定调整压力。日内一级市场发行的国

开债招标结果较好，午后收益率转为小幅下行，国债期货小幅反弹，

但在大量国债发行在即、存单利率延续高位的情况下，市场情绪仍偏

谨慎。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窄幅波动，10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

收益率下行 0.5bp报 3.1900%。国债期货小幅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

涨 0.09%。信用债收益率窄幅波动，1年期品种估值收益率 3.18%，

与前一日基本持平。

 外汇市场：昨日，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财政部长努钦的谈话后，

双方均表达了对刺激计划谈判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市场情绪受到提

振，美股上扬。虽然尾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暗示，佩洛西没

有真诚地谈判，对市场情绪造成一定冲击，但整体仍向好，美元指数

连跌三日。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35%报 93.0948。人民币方面，

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80个基点报6.6930。人民币再度升破6.7

关口提振市场看多情绪，同时，美元指数回落支持人民币稳中偏升。

短期来看，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汇率双向

波动态势将更趋明显。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报 6.6818

涨 0.17%。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转跌为涨，继续区间震荡，美国 WTI 原油

近月合约上涨 1.56%，收于 41.7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1.3%，收于 43.16 美元/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再传进展，白宫方面再

次做出让步，市场对短期出台刺激计划的预期上升，刺激油价上行。

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小幅上涨 0.15%，收于 1906.95 美元/盎司。上金

所 Au99.99 下跌 0.84%，收 401.00 元/克，Au99.95 下跌 0.47%，收于

401.97 元/克。欧洲央行行长强调疫情反弹给经济恢复带来的风险，

市场预期欧洲或加码宽松，叠加美刺激计划传来利好，金价小幅收涨。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资委：9 月央企实现营业收入 2.8 万亿元，月度

增速创今年最好水平。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

华岗 20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三季度

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1.1 万亿元，降幅较 1-8

月收窄 1.2 个百分点，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速

1.5%，实现正增长。9月当月央企实现营业收入 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月度增速创今年最好水

平。（证券时报）

 胡春华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胡

春华表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

企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

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希望美中贸委会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继续支持两国企业深化互利合

作。（每日财经新闻）

 美联储埃文斯：若不采取更多财政刺激措施，经济

复苏或停滞不前。埃文斯称，需要小心不要过早地

提高利率。美联储实际上不太喜欢负利率。美国正

在以“相当高”的速度购买债券，如果需要的话，

美联储可能会购买比现在更多的资产。埃文斯表

示，美国经济复苏“非常不平衡”，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在良好的环境下，预计 2021 年底美国失业

率为 5.5%。（新浪财经）

 日本和中国讨论恢复商务往来，免除 14 天自我隔

离期条件。日本政府发言人声明，当局正计划在执

行新冠肺炎限制措施的同时，也允许恢复往返中国

的商务旅行。加藤胜信表示，日本和中国的商务往

来非常重要。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两国之间的交通

很繁忙。他也强调，双方都正迈向恢复的道路，同

时也需要确保新冠疫情不会扩散。（FX168 财经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英国 9月 CPI、PPI、零售物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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