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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就 2022 年外汇收支形势答记者问。外汇收支形势方面，

外汇局指出，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全年总体均衡，一是全年银行结售

汇和涉外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2022 年，银行结售汇

和银行代客涉外收支顺差规模分别为 1073 亿和 763 亿美元。近期，在内外部

因素共同推动下，外汇市场运行更趋平稳，12 月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为

顺差，分别为 70 亿和 231 亿美元。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2022 年外汇市场

供求总体保持基本平衡。二是外汇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市场交易理性有序。

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远期和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相关指

标变动幅度可控，没有出现持续较强的单边走势，说明市场主体汇率预期保

持总体稳定，市场主体结售汇和涉外收支行为理性有序。市场主体结汇意愿

基本平稳，总体保持“逢高结汇”的理性交易模式。2022 年结汇率（即客户

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 67%，较 2021 年提升 1 个百分

点。企业积极使用自有外汇对外支付，持汇意愿较为稳定。2022 年 11 月末，

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 6396 亿美元，较 2021 年末下降

562 亿美元。三是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资金流入发挥了稳定跨境资金流

动的主导作用。2022 年，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创历史新高，较 2021

年增长 45%，体现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韧性。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项下资金净流

入保持较高规模，显著高于疫情前 2019 年水平；另据商务部统计，1-11 月实

际使用外资 17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说明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巨大消费市

场对外资吸引力仍然较强。四是近期境外投资者持续恢复对中国证券市场投

资。据外汇局统计，2022 年 12 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分别为

73亿和 84 亿美元。从最新的市场数据看，近期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保持活

跃，2023 年 1 月上半月净买入境内股票、债券合计约 126 亿美元。对 2023

年外汇收支形势，外汇局指出，展望 2023 年，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但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

金流动将更加稳定。一是国内经济基本面是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优化

疫情防控、稳经济增长等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 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

回升。主要国际组织等机构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

环境下，中国可能成为唯一呈现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经济体。同时，坚持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大吸引外资

力度，也将继续为跨境资金流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近期主要发达

经济体通胀数据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紧缩节奏可能有所放缓，

相关溢出影响将边际减弱。二是 2023 年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影响渠道有望更趋

平稳。一方面，经常账户将保持合理规模顺差，继续处于均衡区间。另一方

面，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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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33.9

R07D 2.39 1.7

R14D 2.81 -22.5

HIBOR 隔夜 1.93 -108.3

HIBOR 七天 2.62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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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0.6 2.73 -1.1

3年 2.54 -0.7 3.20 0.4

5年 2.72 -0.5 3.54 -0.1

7年 2.87 -0.5 3.63 1.1

10年 2.91 -0.8 3.71 0.5
10年
美债

3.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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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12 -0.33%

EUR/USD 1.0830 0.33%

USD/JPY 128.42 -0.38%

AUD/USD 0.6910 -0.45%

USD/CNY 6.773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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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4 2.15%

铜期货 2

（美元/吨）
9193.5 -2.46%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514.75 -0.64%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933.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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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条款：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金融市场部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
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询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金融市场部和作者无关。

2

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开展 650 亿元 7天期和 4670 亿元 14天期逆回购

操作，当日有 65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4670 亿元。央行维

持较大逆回购操作规模，缴税走款结束，隔夜利率回落。全天来看，

资金面均衡偏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73%，较前一日下

行 34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39%，较前一日上行 2BP，交易所质押

式国债回购利率GC001 成交均价 2.48%，较前一日下行 66BP，GC007

成交均价 2.75%，较前一日下行 44BP。1 年期AAA同业存单收益率报

2.57%，较前一日基本持平。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隔夜CNH HIBOR

报价 1.93%，较前一日下行 108BP。

 债券市场：临近春节市场成交活跃度下降，受央行支撑资金面偏松影

响，债市整体窄幅震荡略走强。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略有下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20025 收益率报 2.91%，较前一日下行 1BP。国债期

货窄幅震荡，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4%。信用债方面，1 年期AAA级

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3%，较前一日下行 1BP。美债方面，美债收

益率延续相对低位震荡，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 2BP报 3.39%。

 外汇市场：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因通胀过高欧央行将继续提高利

率，欧元兑美元上行 0.33%至 1.083。美国房屋开工等经济数据偏弱，

美元指数震荡下行。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33%报 102.0712。人

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11%报 6.7674。人民币汇率窄幅震

荡。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跌 0.17%报 6.7738。

 商品市场：我国经济复苏将提振原油需求的预期使油价上行。上一交

易日，WTI原油近月合约收涨 2.15%报 80.84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

月合约收涨 1.39%报 86.16 美元/桶。美元走势偏弱，且海外经济衰

退担忧支撑避险情绪，金价上行。COMEX黄金期货收涨 1.44%报 1933.8

美元/盎司，上金所Au99.99 收涨 0.23%报 419.21 元/克，Au99.95 收

涨 0.38%报 419.2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美联储副主席称 2月很可能加息 25 个基点。美联

储副主席布雷纳德表示，FOMC 很可能在 2 月 1 日

将基准利率再上调25个基点，提高到4.5%至4.75%

的目标区间。她表示：“即使最近有所放缓，通胀

率仍然很高，政策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足够的限

制，以确保通胀回到 2%。”（央视新闻）

 美国政府债务规模触及上限，财政部采取特别措

施。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暂停发债期”从 1 月

19 日开始，将持续到 6 月 5 日。美国财政部将使

用两个政府运营的退休基金作为财政资源，此举将

使财政部在不提高整体债务水平的情况下，能够继

续付款。（央视新闻）

 工信部等 17 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

方案。《方案》提出目标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

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聚焦 10 大应用

重点领域，突破 100 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

解决方案，推广 200 个以上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

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

景，打造一批“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中新社）

 1 月上旬重点零售企业食品、饮料、服装销售额环

比均增长 20%以上。根据商务部对节前消费市场的

调研和监测情况看，初步研判，今年春节消费市场

将呈现以下趋势特点。一是商品消费更重品质。1

月上旬，重点零售企业食品、饮料、服装销售额环

比均增长 20%以上。二是餐饮消费更显年味。三是

体验消费更受欢迎。旅游、赏剧、观影、看展、滑

雪等过节方式更受居民青睐。四是绿色消费更受青

睐。（澎湃新闻）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下周四公布美国第四季度实际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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