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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昨日，人民银行发布题为《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文章。文章分为推

动贷款和存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以自然

利率为锚实施跨周期利率调控、和坚持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个部分。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部分，文章指出，一是持续完

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坚持每日以 7 天期逆回购为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每

月月中开展MLF操作，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规则性和可预期性，向市

场连续释放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信号。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实现常备借贷便

利（SLF）全流程电子化，发挥SLF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和超额存款准备金

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作用。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

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利率走廊机制有效运行的

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二是建设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

经过近 30 年来持续推进，我国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不断建设完善，培育了以质

押式回购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等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基

准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趋于成熟，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也日益增强。在

此情况下，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

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

并通过银行体系最终传导至贷款和存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

机制，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在以自然利率为锚实

施跨周期利率调控部分，文章指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重要的宏观经济

变量，决定着资金的流向，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理

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总供求达到均衡时的真实利率水平。中长期看，

宏观意义上的真实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

法则”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即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r应与实际经济增

长率g大体相等。若真实利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速，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

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真实利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有利于债务

可持续，可以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但如果真实利率持续明显低于潜

在经济增速，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

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难以长期持续。我国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以

我为主，以静制动，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稳中有降，效果较好。目前我国定期

存款利率约为 1%至 2%，贷款利率约为 4%至 5%，真实利率略低于潜在实际经

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是留有空间的最优策略。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物价水平、就业状况、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均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实际效果上也充分验证了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在坚

持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部分，文章指出，推动利率市场化改

革，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贷款方面，人民银

行充分尊重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定价权和利率的浮动权，由银行综合考虑

借款人信用风险、贷款期限等因素与其协商确定贷款利率。存款方面，人民

银行亦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随着存款利率由行

政管制走向市场化，存款产品也由单一化走向差异化。在传统活期存款和定

期存款的基础上，银行根据存款人类型、期限、金额等要素，开发出不同的

存款产品，例如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满足不同客户需要，不同银行、

不同产品、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定价有所不同。在人民银行指导下，利率自

律机制密切监测存款利率定价情况，通过行业自律督促银行规范定价行为，

防范个别银行因盲目追求规模或为填补流动性缺口而高息揽存等非理性竞争

行为，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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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3.5

R07D 1.78 6.3

R14D 1.74 3.3

HIBOR 隔夜 1.23 4.7

HIBOR 七天 2.0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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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0.2 2.09 0.3

3年 2.25 -0.9 2.58 -0.5

5年 2.44 -1.8 2.96 0.1

7年 2.66 -0.8 3.16 -0.3

10年 2.66 -1.1 3.45 -0.7
10年
美债

3.57 8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美元指数 110.1986 0.55%

EUR/USD 0.9970 -0.56%

USD/JPY 143.73 0.37%

AUD/USD 0.6689 -0.56%

USD/CNY 7.013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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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0.86%

铜期货 2

（美元/吨）
7750 0.62%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478.75 1.20%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673.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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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亿元 7天期和 240 亿元 14 天期公开市场

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2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240 亿元。央

行提高 14 天期逆回购操作，稳定市场预期，资金利率涨势放缓。全

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均衡。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53%，较

前一日上行 3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1.78%，较前一日上行 6BP，交易

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1.75%，较前一日下行 0BP，

GC007 成交均价 1.81%，较前一日上行 1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

隔夜 CNH HIBOR 报价 1.23%，较前一日上行 5BP。

 债券市场：昨日 LPR 报价不变，资金面边际改善对债市形成支撑。全

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小幅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20017 收益率报

2.66%，较前一日下行 1BP。国债期货全线收涨，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16%。信用债方面，1 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09%， 较

前一日基本持平。美债方面，市场对美联储大幅加息的预期加强，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 8BP 报 3.57%。

 外汇市场：美联储加息在即，美元指数上行。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

涨 0.55%报 110.1986。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1%报

6.9468。人民币汇率保持双向波动。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涨 0.07%

报 7.0131。

 商品市场：美元走强且美联储大幅加息可能压制原油需求，油价下行。

上一交易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0.86%报 84.3 美元/桶，布伦特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1.5%报 90.62 美元/桶。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上

行，金价承压下行。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7%报 1673.2 美元/盎司，

上金所 Au99.99 收涨 0.33%报 385.58 元/克，Au99.95 收涨 0.34%报

386.12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德国央行警告称德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德国央行

发布月度报告预测称，受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德

国经济本季度或停止增长，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

一季度可能出现萎缩。德国央行表示，天然气严重

短缺可能会使德国实行配给。俄罗斯自 9月初完全

切断北溪 1号天然气管道，导致德国国内能源危机

雪上加霜。该行补充称，即使避免实行配给，德国

企业仍面临被迫减产或停产的风险。（华尔街见闻）

 日本 8月份核心CPI同比上升 2.8%，创 31年新高。

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日本 8月份核心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升 2.8%，这是除 1991 年上调消

费税率影响之外，约 31 年来的最高水平，超出此

前市场 2.7%的预期。其中能源和食品成本上涨占

据核心 CPI 的大部分涨幅，另外电价和电信资费的

上涨也在助推核心 CPI 加速上行。（华尔街见闻）

 国家统计局表示我国服务业质量和效率有望继续

提升。2012—2021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244856

亿元增长至 609680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

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7.4%，分别高于国内生产

总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0.8 和 1.4

个百分点。随着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新一轮

技术革命不断升级，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加快释

放，我国服务业发展将迎来更大市场和更多机遇，

服务业质量和效率有望继续提升。（中国新闻网）

 工信部表示将加快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加强行业统筹规划，加快推动光伏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更多

力量。持续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实施“十四五”相

关产业规划、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智能光伏创

新行动计划、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等政策，

引导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工信部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明日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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