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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上周五，人民银行发布了 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具体来看，一是在经济判断上，央行对经济前景较为谨慎。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供应瓶颈、能源短缺等可能导

致海外生产消费受阻、通胀持续更长时间。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但恢复发展面临一些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制约。在通胀问题上，

央行认为通胀整体可控，我国是全球主要生产国，经济自给能力较强，我国

总供给总需求基本稳定，央行实施正常货币政策，通胀压力总体可控。二是

央行认为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国影响有限。央行通过专题分析了发达经

济体政策调整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并将本轮调整与 2013 年的调整进行了对

比，央行认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体量大、韧性强，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

对外部冲击的吸收能力增强，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深入，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

强，同时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影响有限。三

是坚持房地产政策方向不变，同时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报告》指

出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

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金

融支持力度，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是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处在低位，本次《报告》指出要做好流动性跨周期调

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上下波动。增强

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

速基本匹配。五是继续落实和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

《报告》指出要用好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实施好两项直达实体经

济货币政策工具的延期工作，用好 2000 亿元再贷款额度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落实好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

持。六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报告》指出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

和传导机制，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

动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

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七是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金融风险。《报告》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

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综合来

看，本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基本延续了前期的政策思路，体现了 7 月政

治局会议和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的部署安排。预计后续货币政策将持

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推动社会融资规模保持稳定，同时妥善化解

各项风险，遏制各类风险反弹回溯，防止发生次生金融风险。

图.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

表.回购利率走势

期限 前一交易日（%） 日变动（BP）
R01D 2.04 5.2

R07D 2.22 -3.3

R14D 2.45 0.7

HIBOR 隔夜 2.09 -8.2

HIBOR 七天 2.55 -7.5

表.债市收益率走势

期限
国债收益率

（%）

日变化

（BP）

3A中短期票据

收益率（%）

日变化

（BP）

1年 2.26 -1.0 2.79 0.4

3年 2.61 0.8 3.12 -0.7

5年 2.76 1.7 3.43 -1.4

7年 2.93 2.2 3.67 -1.4

10年 2.93 1.6 3.76 -1.0
10年
美债

1.54 -3.9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29 -0.71%

USD/JPY 113.99 -0.24%

AUD/USD 0.7235 -0.58%

USD/CNY 6.3811 0.00%

表.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美元/桶）
76.10 -3.68%

铜期货 2

（美元/吨）
9646.5 2.17%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63.25 -0.16%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845.73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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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央行开展 500 亿元的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 500 亿元，全周实现净回笼 900 亿元。

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2.04%，

较前一日上行 5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22%，较前一日下行 3BP，交

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GC001成交均价2.53%，较前一日上行21BP，

GC007 成交均价 2.39%，较前一日上行 5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

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09%，较前一日下行 8BP。

 债券市场：上周五资金面整体均衡，房地产贷款政策或将放松，债市

有所承压。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小幅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上行 2BP 报 2.92%，周跌 1BP。国债期货全线收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32%，周跌 0.05%。信用债方面，1 年期 AAA 级信

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9%，较前一日基本持平。美债方面，市场对疫

情的担忧推升避险情绪，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4BP 报 1.55%。

 外汇市场：欧洲疫情快速反弹，奥地利成为西欧第一个宣布重新实施

全面封锁以遏制新冠疫情的国家，德国也表示可能效仿，欧元走低。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表示，若高通胀和就业增长的势头持续，美联

储将加快缩减购债步伐，美元指数上行。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55%报 96.0672，周涨 1.00%。人民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

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03%报 6.3825，周跌 0.37%。人民币汇率保

持窄幅波动。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16:30收盘基本持平报6.3811，

周涨 0.14%。

 商品市场：欧洲疫情反弹打压原油需求，且美国要求多国协同释放石

油储备，油价下跌。上一交易日，WTI原油近月合约收跌3.68%报 76.10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2.89%报 78.89 美元/桶，上周分

别跌 5.81%、3.99%。美元走强，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加快收紧货币政

策的预期升温，金价承压下行。上一交易日，国际现货黄金收跌 0.71%

报 1845.73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涨 0.05%报 382.68 元/克，

Au99.95 收跌 0.23%报 381.96 元/克，上周分别跌 1.03%、涨 0.14%、

涨 0.02%。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美国众议院通过 1.75 万亿美元社会支出法案。美

国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拜登的 1.75 万亿美元“重

建更好法案”。这是几十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

支出法案。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为提供两年免费学前

教育，补贴托儿服务费用，降低联邦医疗保险药品

价格，以及气候方面扩大税收抵免以减少碳排放。

此外，还包括提高美国公司最低税率，对年收入超

过 1000 万美元的富人群体加税等。（华尔街见闻）

 欧洲强化疫情防控措施，欧央行维持鸽派。欧洲疫

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政府宣布，从 11月 22 日起，

实行全国范围的封锁，并将强制国民接种新冠疫

苗。德国卫生部长也表示，不排除效仿奥地利进行

全面封锁的可能。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讲话称，欧央

行绝不能急于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并再次重申，

明年不太可能满足加息的条件。（华尔街见闻）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

在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宏观政

策要继续围绕市场主体展开。要研究采取新的组合

式、阶段性减税降费措施，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和创新升级。要保证电

力稳定供应，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中小微

企业传导的压力。（中国政府网）

 前 10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4.5%。财政部

发布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81526 亿元，同比增长 14.5%，财政收入保持

恢复性增长态势。其中，税收收入增长较快。支出

方面，前 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3961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卫生健康等重点支出增长较快。（新华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欧元区 11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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