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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证券

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规定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是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

进行调查期间，被调查的当事人承诺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有关投资者损

失、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当事人履行

承诺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终止案件调查的行政执法方式，规定其实施

应当遵循公平、自愿、诚信原则。二是规定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的基本流程，包括申请、受理、协商、确定承诺金数额并签署承诺认可协

议、履行承诺认可协议、中止调查以及终止调查等。三是明确不适用证券期

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形，包括：当事人因证券期货犯罪被判处刑罚或

者被行政处罚，未逾一定年限；涉嫌证券期货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没有新事实、新理由

就同一案件再次提出申请，或者因自身原因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承诺，就

同一案件再次提出申请，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认

为不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其他情形。四是明确承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

式，规定投资者因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遭受损失的，可以向承诺金管理机构

申请合理赔偿，也可以通过依法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等其他途径获得

赔偿；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不得就已获得赔偿的部分向承诺金管理

机构申请赔偿。五是明确监督制约机制，包括：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工作办理部门与调查部门相互独立；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集体决

策制度，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并经相关负责人批准后执行；负责证券期货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工作的人员应当遵守相关工作纪律和回避规定；对于违背

诚信原则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实施相应的信用惩戒措施等。同日，证

监会分别就《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和《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金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承诺金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共

23条，在《证券法》、《办法》的基础上，主要细化规定了适用条件、办理

程序、承诺金的管理使用等内容。《承诺金办法》则是总体沿用了 2015 年发

布的《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内容，并结合上位法和实践需要进行修

改完善。综合来看，实施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一方面有助于提

升执法效率，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恢复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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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17.6

R07D 2.53 9.3

R14D 2.52 3.7

HIBOR 隔夜 2.53 27.5

HIBOR 七天 2.8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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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2.75 -1.1

3年 2.57 1.5 3.05 -1.7

5年 2.69 0.7 3.38 -0.6

7年 2.86 0.5 3.62 -0.6

10年 2.83 0.5 3.76 1.3
10年
美债

1.50 2.6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291 -0.23%

USD/JPY 113.53 0.13%

AUD/USD 0.7143 0.28%

USD/CNY 6.382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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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5 2.64%

铜期货 2

（美元/吨）
9577.5 1.24%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41.5 -0.90%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8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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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亿元的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500

亿元逆回购和7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全口径下净回笼200亿元。

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均衡，隔夜利率因月末因素有所上行。银行间

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93%，较前一日上行 18BP，7 天回购成交均

价 2.53%，较前一日上行 9BP，交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

交均价 4.65%，较前一日上行 204BP，GC007 成交均价 2.79%，较前一

日上行 23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53%，

较前一日上行 28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整体均衡，上周海外债市波动对国内债市影响

相对有限，市场对国内疫情防控保持信心，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略

有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上行 1BP 报 2.86%。国债

期货小幅收跌，10年期主力合约跌 0.09%。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5%，较前一日下行 1BP。美债方面，病毒

新变种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减弱，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3BP 报 1.5%。

 外汇市场：美元指数有所反弹，后续需关注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及其影

响的进一步信息。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11%报 96.1720。人民

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升 0.10%报

6.3872。人民币汇率窄幅波动。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

涨 0.14%报 6.3821。

 商品市场：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没有重新考虑释放战略石油储

备的计划，且目前没有更多关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数据，油价反弹。

上一交易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涨 2.64%报 69.95 美元/桶，布伦特

原油近月合约收涨 0.99%报 73.44 美元/桶。拜登称美国不会因奥密

克戎变种病毒进一步限制旅行或关闭经济，美股走强，市场风险情绪

上升，金价小幅下跌。上一交易日，国际现货黄金收跌 1.00%报

1784.60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74%报 369.44 元/克，

Au99.95 收跌 0.37%报 369.62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鲍威尔表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加重美国经济风险。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中表示，最近奥

密克戎变体的出现给就业和经济活动带来了下行

风险，并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对病毒的更

大担忧可能会降低人们亲自工作的意愿，这将减缓

劳动力市场的进展，加剧供应链的混乱。预计推动

通货膨胀上升的因素将持续到明年。（华尔街见闻）

 欧元区 11 月经济景气指数回落至 117.5。昨日，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欧元区经济景

气指数为 117.5，预期为 117.5，前值为 118.6。

虽然欧元区 11 月工业景气指数大致稳定，服务业

景气指数有所改善，但由于欧洲新一波疫情发酵，

以及潜在的新一轮封锁预期，令乐观情绪降温，使

得欧元区 11月经济景气指数下滑。（智通财经）

 财政部印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

纲要提出，围绕深化财会监督的要求，依法加大对

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实体及相关会计

师事务所检查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

罚力度和公开曝光力度。优化执法检查机制，统一

执法标准、统筹执法计划、统合执法力量，提升执

法检查的专业性、权威性。（财政部官网）

 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快形成

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合作格局，促进能源贸易、

投资、技术与服务合作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拓展能

源合作新领域新内涵，加强能源领域新技术试点和

应用合作。三是进一步创造良好合作环境，引导和

促进双方能源企业扩大投资。四是共同推进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携手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新华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欧元区 11 月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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