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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 2020 金融街论坛上发表讲话《坚持稳健的货币政

策坚定支持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一是中国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合

理适度，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今年以来，人民

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

工具等方式，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对冲措施。货币政策实施的另一个突出

特点是，注重增强直达性、精准性，人民银行于 6 月 1 日发布了两项直达实

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适当提供央行资金支持，推动银行积极办理企

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总的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取

得积极成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稳步恢复。

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 1.5 万亿元目标。二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和完

善应对疫情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结构性金融政策，助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货币政策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货币政策应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金融机构长期支持实体经济

的积极性，为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提供持续支持。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 9 月 22 日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

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金融政策要围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完善政策框架，与财政、产业、就业、科技等政策密切配合，

促进经济绿色复苏和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货币

政策要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

出来，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尽

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

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币

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今年抗疫的特

殊时期，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明年 GDP 增速回升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

一些。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

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整体来看，易纲行长再次重申了我国将尽可

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应的总闸门，预计在经济稳步复苏

阶段，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

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跟踪跟踪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发言，表示证监会将践行“不干预”

理念，实现市场生态良性循环，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建立健全公开透

明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体系，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的预期。把不该管的坚

决放权于市场，把该管的管好、管住，实现市场的良性循环。证监会将在总

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完善以投

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设立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健全

发行承销机制；打造权责清晰、标准统一、透明高效的发行审核注册机制。

完善常态化、多渠道退市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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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4 -20.49

R07D 2.4227 -8.65

R14D 2.8069 -0.12

HIBOR 隔夜 2.1545 54.98

HIBOR 七天 2.7003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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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8 -1.99 3.1729 -1.12

3年 2.9666 -2.89 3.689 -0.86

5年 3.04 -7.96 4.0011 -0.51

7年 3.2324 -1.49 4.1799 -0.51

10年 3.1855 -1.00 4.3138 -0.51

10年

美债
0.828 3.6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61 0.33%

USD/JPY 104.59 -0.86%

AUD/USD 0.7117 0.98%

USD/CNY 6.6575 -0.36%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0.03 -4.00%

铜期货 2 6991.5 1.34%

大豆期货 3 1071.5 0.73%

现货黄金 1924.33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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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800 亿元。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2.01%，较前一日下行 20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42%，较前一日下

行 9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收紧，隔夜 HIBOR 报价 2.15%，较前一日

上行 55BP，7 天品种报价 2.70%，较前一日上行 7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收益率下行。资金面边际好转，日内国债一级招

标结果好于预期，收益率窄幅震荡。易纲行长讲话提及“总闸门”，

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尾盘公布的下周国债发行量大幅减少，提

振市场情绪，收益率快速下行。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下行，中短端

表现好于长端，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00006 收益率下行 2.75bp 报

3.1625%。国债期货收盘涨跌不一，10年期主力合约跌 0.01%，5年

期主力合约涨 0.08%。信用债收益率窄幅波动，1年期品种估值收益

率 3.17%，较前一日下行 1BP。

 外汇市场：美国白宫与众议院民主党关于财政刺激计划的谈判继续传

递乐观消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反对，但

她对达成一项新的援助协议感到乐观。不过她承认，这项协议可能要

到大选结束后才能通过。欧洲方面，英国同意与欧盟重启脱欧谈判，

英镑兑美元受提振大涨 1.54%。美元指数连跌四日，创一个多月以来

新低。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48%报 92.6577。人民币方面，昨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149 个基点报 6.6781。人民币再度升破 6.7

关口提振市场看多情绪，同时，美元指数连续多日回落支持人民币稳

中偏升，短期人民币汇率仍偏强。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市场不确定性

增加，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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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75 涨 0.36%。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大幅下跌，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4%，

收于 40.03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3.3%，收于 41.73 美

元/桶。昨日公布的 EIA 汽油库存数据意外走高，环比增加 189.5 万桶，

同时库欣地区原油环比增加 97.5 万桶，此外英法疫情确诊持续增加，

油价承压。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小幅上涨 0.91%，收于 1924.33 美元/

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上涨 0.77%，收 404.10 元/克，Au99.95 下跌

0.41%，收于 403.60 元/克。参议院否决共和党提出的规模为 5000 亿

美元的简版救助案，白宫和民主党称全面救助方案谈判进展顺利，可

能在大选后较短时间内推出，金价小幅上涨。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

万亿元。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

关部门和地方认真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推动规

模性纾困政策迅速落地，成效不断显现。会议要求，

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落实，更好发挥积极

财政政策效能；决定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以改革更大便利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环球网）

 财政收入增长逐月好转，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41002 亿元，同比下降 6.4%。随着减税降

费等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实，经济逐月持续稳定恢

复，带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 4 个月正增

长，9月份扣除特殊因素后，收入增幅比上月继续

提高，好于预期。（证券日报）

 美联储褐皮书：经济继续扩张，就业增速偏低。褐

皮书指出，所有地区的经济继续扩张，增速普遍略

显温和。几乎所有地区的就业人口都在增加，但增

速偏低，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口增幅保持稳定，但

也在继续裁员。大多数地区的薪资略有增长。大多

数地区称，自上一份褐皮书报告以来，物价温和上

涨。（华尔街见闻）

 联合国贸发会议：三季度全球贸易略有反弹，但中

国以外各地区仍面临萎缩。21 日，联合国贸发会

议发布《全球贸易更新》季度报告。报告显示，今

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略有反弹，但中国以外各地区

仍面临萎缩，预计今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7%-9%，

预计三季度全球贸易同比下降约 5%，较二季度的

同比下降 19％有所改善，但仍然不足以让全球贸

易摆脱困境。（央视新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美国 9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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