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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提名布雷纳德为副主席。拜

登同日发表声明，赞扬了鲍威尔和布雷纳德在应对疫情、促进美国就业市场

复苏和经济重启方面的果断行动。拜登表示目前美国需要美联储稳定、独立

和有效的领导，这样它才能推进其保持低通胀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拜登

表示自己对鲍威尔和布雷纳德的经验、判断力和诚信充满信心，认为他们将

继续履行这些使命，并帮助工薪家庭更好地重建我们的经济。由于鲍威尔的

连任有助于增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连续性，市场整体反应偏鹰。市场对

首次加息的预期由 2022 年的 7月提前到 2022 年的 6 月，这推动 10 年期美债

收益率上涨 6.2BP 来到 1.63%，2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6个基点，报 0.57%，创

2021 年以来新高，美元指数上涨 0.45%收于 96.5036，黄金下行来到 1800 美

元/盎司关口附近，美股也整体收跌。在过去四年的任期内，鲍威尔推动了多

次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鲍威尔在上任初期延续了耶伦时期的收紧的政策方

向，宣布开始“量化紧缩”，计划在 4 年内将美联储资产规模从 4.5 万亿美

元缩减至 2.5-3 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 2018 年共计加息四次，使得联邦基

金目标利率由 1.5%上升至 2.5%。2019 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且出现了美债收

益率倒挂的情况，美联储开启了降息的周期。2020 年初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

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美联储迅速出台政策，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降至 0-0.25%的历史低位，同时开启无限量 QE，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支持

经济恢复。然而大量的流动性投放以及能源紧张造成了美国通胀的快速上行，

美联储再次转向收缩，宣布退出债券购买。综合来看，如鲍威尔顺利连任，

将有助于降低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后续政策转向的路径将更加明

晰，有利于缓和市场波动，稳定市场预期。

宏观政策跟踪宏观政策跟踪

昨日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

研究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李克强指出，各地要把保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作为政策着力点，落实好国家减税降费、市场保供稳价

等政策，采取措施清理拖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帮助市场主体降成本、解难

题。国家研究出台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并形成规模，是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地方和有关部门要为市场主体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出

台相关经济政策措施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

冒进式、一刀切措施。坚持政府过紧日子，集中财力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保基本民生和基层运转。国家对地方转移支付将更多直达基层，省级财政也

要加强对县级以下的支持。李克强强调，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注重在改革开

放上下功夫。围绕破除制约市场主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精准发力，推动深

化“放管服”改革取得新突破，形成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把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出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抓住 RCEP 实施契机拓展国

际合作，更好吸引外资，更深融入和稳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李克强说，要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确保受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群体的基本生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保证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综合来看，近期宏观政策持续聚焦于保

市场主体，支持中小微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各项政

策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推动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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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2.6

R07D 2.22 -0.2

R14D 2.46 0.4

HIBOR 隔夜 2.04 -5.2

HIBOR 七天 2.5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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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1.0 2.79 0.4

3年 2.60 -1.7 3.11 -1.0

5年 2.74 -1.7 3.42 -1.5

7年 2.91 -1.3 3.65 -1.5

10年 2.89 -4.3 3.76 0.5
10年
美债

1.62 7.7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237 -0.47%

USD/JPY 114.88 0.78%

AUD/USD 0.7225 -0.14%

USD/CNY 6.3759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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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5 1.07%

铜期货 2

（美元/吨）
9726.5 0.83%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74.25 0.87%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804.65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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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的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00 亿

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400 亿元。LPR 连续 19 个月保持不变，

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2.01%，

较前一日下行 3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22%，较前一日基本持平，

交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2.55%，较前一日上行

2BP，GC007 成交均价 2.43%，较前一日上行 4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

方面，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04%，较前一日下行 5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整体均衡，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当

前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要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面临

很多挑战。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略有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下行 1BP 报 2.91%。国债期货全线收涨，10 年期主力

合约涨 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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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称将提名鲍威尔连任美

联储主席，推升市场加息预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8BP 报 1.62%。

 外汇市场：市场担忧疫情反弹引发欧洲进一步封锁的风险，欧元兑美

元跌至 2020 年 7 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

联储主席，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更快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元

指数上涨至2020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0.45%

报 96.5036。人民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

日贬 0.2%报 6.3952。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创近六个月最高水平。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涨 0.08%报 6.3759。

 商品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表示，当前市场状况并不支持石

油主要消费国大量投放石油储备，若美国等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

们将调整石油增产计划，油价有所反弹。上一交易日，WTI 原油近月

合约收涨 1.07%报 76.75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涨 1.03%

报 79.70 美元/桶。美国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市场

对美联储明年加息的预期有所提前，金价下跌，创近三个月最大单日

跌幅。上一交易日，国际现货黄金收跌 2.23%报 1804.65 美元/盎司，

上金所 Au99.99 收跌 1.09%报 378.51 元/克，Au99.95 收跌 0.76%报

379.05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德国央行称本季度经济增长可能停滞但通胀高企。

德国央行发布月度报告称，货物和劳动力的缺乏，

以及对抗新冠疫情的新限制措施可能使本季度经

济增长停滞。通胀方面，德国 11 月份通胀水平可

能接近 6%，其中 1.5%是由于德国降低增值税税率

和旅游相关服务相关费用极低。德国央行预计，德

国通胀率未来将在较长一段时间保持在 3%以上，

远高于欧元区 2%的通胀目标。（华尔街见闻）

 美国 10 月成屋销售上涨至近九个月新高。美国 10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 634 万户，创九个月新高，预

期 620 万户，9 月为 629 万户；10月成屋销售量环

比上涨 0.8%，预期为降 1.4%，9 月为环比涨 7%。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报告还显示，10

月成屋销售中投资房占比增加，这可能反映出，随

着经济因疫苗接种逐步恢复正常，劳动力市场持续

恢复，租房需求不断增长。（华尔街见闻）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

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大纾困资金支

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

金融政策工具，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推动缓解成本

上涨压力，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加强用电保障；

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加大民生

领域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中国政府网）

 央行发布 10 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10 月份，债

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47626.8 亿元。其中，国债

发行6267.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8688.6亿元，

金融债券发行 6023.9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

9842.7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437.0 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 16032.6 亿元。（人民银行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美国、欧元区、英国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和服务业 PM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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