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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优

化资金使用，严格资金监管。会议指出，近几年，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地方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隐性债务减少，政府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今

年以来，各地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新增额度，合理发行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有力支持了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会议要求，面对新的经济下

行压力，要加强跨周期调节，在继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风险

的同时，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专项债管理政策衔接，更好发挥专项债资金带动

社会资金的作用，扩大有效投资，以利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一是加快今年

剩余额度发行，做好资金拨付和支出管理，力争在明年初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二是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梳理明年专项债项目和资金需求。

省级政府要强化统筹，加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储备，

适时推进成熟项目开工。三是统筹考虑各地实际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求，

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加强重点领域建设，不“撒胡椒面”，

研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四是资金使用要注重实效，加强对

投向等的审核和监管，严禁资金用于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不必要的亮化美

化工程等。坚决制止资金挤占挪用、违规拨付、长期闲置。会议强调，要加

强专项债资金审计监督和全面核查，发现问题必须严肃整改、严格问责，并

实行收回闲置资金、扣减新增限额、通报负面典型等措施予以处罚。从财政

数据来看，今年财政后置倾向明显，支出方向上也更加倾向于民生领域，基

建领域的支出相对较少。前 10 月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

康等民生相关支出累计同比分别为 4.8%、4.4%、3.4 和 2.3%，而与基建相关

的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和交通运输支出均同比负增长。本

次国常会明确要求要加快今年剩余额度发行、研究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力争

在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这可能推动财政政策今年底明年初加速发力，加

快财政资金投放，支持各类项目建设，拉动基建增速，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美国经济数据美国经济数据跟踪跟踪

国际方面，昨日多项美国经济数据公布。一是美国通胀率持续上升。美国 10

月 PCE 物价指数环比增 0.6%，同比增 5%，创 1990 年 11 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各项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30.2%，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8%，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环比增 0.4%，同比增 4.1%，同样

创 1991 年以来的新高。二是通胀上涨打压消费者信心。美国 11 月密歇根大

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10 月的 71.7 下降至 67.4，创 2011 年新低，同时消费者

通胀预期持续上行，11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通胀预期为 4.9%，高于前值的

4.8%。三是就业情况持续好转。美国截止 11 月 2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19.9 万人，创 1969 年的新低。四是耐用品订单有所下降。美国 10 月耐用品

订单环比为下降 0.5%，主要受商用飞机耐用品订单环比下降 14.5%拖累，扣

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 10 月环比增长 0.6%，高于预期的 0.5%，低

于前值 0.8%。整体保持较高水平。综合来看，美国近期经济持续恢复，面临

的主要问题逐步从大规模失业向高通胀转变，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或持续转

向，以压制通胀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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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41.2

R07D 2.50 16.6

R14D 2.51 -2.1

HIBOR 隔夜 2.94 58.3

HIBOR 七天 2.8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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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0.7 2.77 -0.6

3年 2.58 -3.0 3.09 -1.5

5年 2.71 -3.2 3.40 -2.0

7年 2.89 -2.5 3.63 -1.2

10年 2.86 -2.8 3.76 -0.3
10年
美债

1.63 -3.1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199 -0.44%

USD/JPY 115.43 0.25%

AUD/USD 0.7196 -0.44%

USD/CNY 6.387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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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9 -0.14%

铜期货 2

（美元/吨）
9835 1.28%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66.5 -0.51%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88.6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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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500 亿元。央行提高逆回购操作规模呵

护流动性，隔夜利率大幅下行，7天利率则因跨月因素有所上行。全

天来看，资金面均衡偏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83%，较

前一日下行 41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5%，较前一日上行 17BP，交

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GC001成交均价2.47%，较前一日下行14BP，

GC007 成交均价 2.61%，较前一日下行 4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

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94%，较前一日上行 58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均衡偏松，央行提高逆回购操作规模提振市场

情绪，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整体下行。10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下行 3BP 报 2.89%。国债期货全线明显收涨，10年期主力合约

涨 0.35%。信用债方面，1 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7%，

较前一日下行 1BP。美债方面，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几十年

来最低，PCE 同比增速创新高，收益率曲线有所平坦化，2 年期美债

收益率涨 3BP 报 0.64%，10 年期跌 3BP 报 1.63%。

 外汇市场：美联储 11 月政策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示，多位政策制定者

对加快缩减购债和提前加息持开放态度。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比其他央

行更快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兑欧元创近 16 个月新高，

美元兑日元创逾四年新高。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36%报

96.8430。人民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

升 0.04%报 6.3903。美元继续走强，人民币小幅下跌。上一交易日，

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跌 0.05%报 6.3877。

 商品市场：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库存报告显示，原油库存有所增加，

油价小幅下跌。后续主要关注美国等国释放战略原油储备情况，以及

产油国的应对措施。上一交易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0.14%报

78.39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0.07%报 82.25 美元/桶。

美国经济持续恢复，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预期升温，美元上涨，但

美国通胀率持续上升打压了消费者信心，金价震荡。上一交易日，国

际现货黄金收跌 0.03%报 1788.61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70%报 369.89 元/克，Au99.95 收跌 0.52%报 369.71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美联储会议纪要释放鹰派信息。美联储发布的 11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位与会者指出，如果

通胀持续上升，委员会应该准备好以快于与会者当

前预期的速度，来调整资产购买步伐和上调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纪要还指出，与会者强调，在风

险管理考量的基础上，保持实施适当政策调整的灵

活性，应当是政策执行的指导原则。（财联社）

 欧盟明年动用复苏基金或达 3380 亿欧元。欧盟委

员会周三表示，欧元区各国政府明年应继续支出以

帮助经济疫情后的复苏，但程度取决于其债务水

平;并使用欧盟复苏基金的资金来促进投资。欧盟

委员会表示，2022 年将是欧洲国家从应对危机转

向帮助复苏的一年，特别是通过欧盟复苏基金的资

金。欧盟委员会预计，各国政府明年将动用援助资

金的 40%，总计 3380 亿欧元。（智通财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习

近平强调，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目的是从体制

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加快建立保

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要遵循电力市

场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

计，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

化配置，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

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发布。意见指出，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法定

人员全覆盖。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领取

待遇人员基本生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

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探索通过资产

收益扶持制度等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新华社）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欧洲央行公布 10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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