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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一是“十三五”规划实施

顺利，主要指标总体将如期实现。习近平指出，“十三五”以来，党中央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力有序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

沉着冷静应对外部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坚决果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冲击，“十三五”规划实施顺利，主要指标总体将如期实现，重大战略

任务和 165 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即将胜

利完成。二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习近平强

调，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

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

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污染防治力度空前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面

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三是要

全力做好“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紧盯脱贫攻坚任

务不松劲，保持污染防治定力不动摇，绷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根弦不放松，

推动民生改善不懈怠，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四是要将精力更加集中到贯彻党中央部署、谋划

推动“十四五”发展上来。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

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整

体来看，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今年中央层面没有设 GDP 目标，受

疫情影响，今年 1-3 季度 GDP 增速为 0.7%，四季度经济预计会延续改善，但

可能无法达到疫情前 6%左右的水平，“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未来宏

观政策重要出发点。

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跟踪跟踪

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002亿元，同比下降6.4%，降幅比1—8月份

收窄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175185亿元，同比下降1.9%，

降幅比1—8月份收窄0.2个百分点。一是从收入节奏看，1-9月已完成全年预

算收入目标78.2%，基本追平去年同期，四季度仅需-1.1%的财政收入增速即

可完成全年预算目标。9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8.2%，主要税种延续升势。随着

经济不断复苏，主体税种增幅有望随之回升，带动财政收入累计降幅逐步收

窄。二是9月当月财政支出增速从7月的两位数高点再次转负。分项来看，城

乡社区事务为主要拖累，而社保就业和农林水事务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拉动，

其中农林水事务9月单月增速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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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1 -4.63

R07D 2.3242 -9.85

R14D 2.7863 -2.06

HIBOR 隔夜 1.5002 -65.43

HIBOR 七天 2.4063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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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1 -3.87 3.1629 -1

3年 2.9255 -4.11 3.6675 -2.15

5年 2.98 -6.00 3.9768 -2.43

7年 3.2127 -1.97 4.1556 -2.43

10年 3.1707 -1.48 4.2895 -2.43

10年

美债
0.864 3.6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818 -0.36%

USD/JPY 104.86 0.26%

AUD/USD 0.7118 0.01%

USD/CNY 6.6689 0.17%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0.64 1.52%

铜期货 2 6922.5 -0.99%

大豆期货 3 1072.25 0.07%

现货黄金 1904.1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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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亿元 7天逆回购，当日有 500 亿元逆回

购到期，当日零投放零回笼。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

成交均价 1.97%，较前一日下行 5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32%，较前

一日下行 10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转松，隔夜 HIBOR 报价 1.50%，较

前一日下行 65BP，7 天品种报价 2.41%，较前一日下行 29BP。

 债券市场：昨日债市总体延续偏强震荡。资金面整体均衡，前日积极

情绪仍然延续，叠加近期股市波动加大，也形成一定利好。银行间主

要利率债收益率下行，中短端表现好于长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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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bp报 3.1650%。国债期货明显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涨 0.33%。

信用债收益率跟随下行，1年期品种估值收益率 3.16%，较前一日下

行 1BP。

 外汇市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昨日先是表示“即将”与白宫达成

财政刺激协议，但随即补充称，距离达成法案并通过国会投票“还有

一段距离”，令市场震荡。欧洲方面，疫情再次反弹令市场情绪趋向

谨慎，美元指数结束四日连跌转升。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3%

报 92.9339。人民币方面，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 225 个基点报

6.6556。早盘人民币高开，随后在逢低购汇客盘及人民币多头止盈推

动下，汇价有所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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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9 跌 0.17%。

 商品市场：上一交易日油价回升，美国 WTI 原油近月合约上涨 1.52%，

收于 40.64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下跌 1.7%，收于 42.46 美

元/桶。昨日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向好，初请失业金人数回落至 78.7

万，创疫情以来新低，9 月成屋销售环比增长 9.5%，反映出美国地产

活动活跃。良好的经济数据表现提振油价。上一交易日国际金价下跌

1.05%，收于 1904.11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下跌 0.02%，收于

404.01 元/克，Au99.95 下跌 0.02%，收于 403.51 元/克。尽管美国两

党在救助方案方面传来乐观消息，但受制于美债收益率上涨，黄金承

压下行，整体仍维持在 1900 附近区间震荡。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双离线钱包已开发完毕，后续试点过程中会应用。

昨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0 金

融街论坛年会”上谈及深圳数字人民币试点情况时

表示，“后续在试点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项目推出，

比如‘双离线’的钱包已经完全开发完毕，使用也

比较顺畅，在后续试点过程中也会应用到。”（新

浪财经）

 积极应对内外部冲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10

月 22 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党委

委员、副主席梁涛在 2020 年金融街论坛上的致

辞》。梁涛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

大成效，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不良资产认定和

处置大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金

融违法犯罪受到严厉打击，威胁金融安全的“灰犀

牛”得到控制。（银保监会网站）

 标普信评完成中国证监会证券评级业务备案登记。

10 月 22 日，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下

称“标普信评”）宣布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完成从事证券评级业务的备案，成为首家完成此

备案登记的外商独资评级机构。（澎湃新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印度经济今年可

能萎缩 10.3%。IMF 在 10 月 21 日发布了《亚太地

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还预测 2020 年亚太地区

经济将萎缩 2.2%，较今年 6月的预测又下调了 0.6

个百分点，但在 2021 年有望实现 6.9%的增长。IMF

表示孟加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今

年超过印度。（第一财经）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欧元区、德国、法国 10月制造业 PMI
初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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