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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据昨日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

深圳 6 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同时也明确了创新试点工作 10 个方面

101 项改革举措。《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

有条件的地方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体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

提升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好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

业跨区域经营、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破除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

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

入和退出机制，方便市场主体办理名称登记、信息变更、银行开户、注销等

相关手续；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

改革，推动分阶段整合规划、土地、房产、交通、绿化、人防等测绘测量事

项；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准入准

营标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贸易伙伴口岸间相

关单证联网核查，开展“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商投资和国

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强和改进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遏制乱收费、乱摊派的长效机制；依法保

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府失信

补偿、赔偿与追究制度；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行涉企事项“一照通办”，

全面实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快速兑现。《意见》强调，要坚持放管结

合、并重，夯实监管责任，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的监管机制，在

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等制度。

要加快打破信息孤岛，扩大部门和地方间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范围，推

动更多数据资源实现安全高效互通共享。《意见》要求，要建立改革事项动

态更新机制，定期对创新试点工作进行评估，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市场

主体欢迎的改革措施要及时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要坚持稳步实施，在风险

可控前提下有序推进创新试点工作走深走实。综合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是近

期政策的着力重点之一，通过放管服、反垄断、提升市场主体便利度等多种

方式，为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

海外货币政策海外货币政策跟踪跟踪

昨日欧洲央行公布了 10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认为，高通胀是暂时

的，但目前的价格“驼峰”将比以前认为的更持久。会议纪要指出，管理委

员会应该保持足够的选择权，以便在未来采取货币政策行动，包括在 12 月会

议之后采取行动。近期市场普遍预计欧央行将在 12 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宣布缩

减购债的计划，并于明年 3 月份执行，以应对通胀的上涨。此外为防范资产

泡沫，应对通胀过快上涨，昨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至 1%，这是韩国

央行继 8 月 26 日首次加息之后年内第二次加息，同时韩国央行将今年的通胀

预期上调至 2.3%，将 2022 年通胀预期从 1.5%上调至 2%。韩国央行还暗示，

明年或将进一步收紧政策。在前期各国央行大规模投放流动性以及供应链中

断等因素影响下，近期海外多数国家面临通胀的压力，随着经济逐步恢复，

各国央行纷纷选择退出宽松政策，转向边际收缩。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后率

先恢复，基本面向好，同时货币政策以我为主，政策工具充裕，预计本轮海

外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经济金融整体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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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4.4

R07D 2.50 0.0

R14D 2.51 -0.4

HIBOR 隔夜 1.87 -107.2

HIBOR 七天 2.8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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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2.77 -0.4

3年 2.58 0.3 3.09 -0.7

5年 2.71 -0.5 3.39 -0.1

7年 2.89 -0.2 3.63 -0.1

10年 2.86 -0.5 3.76 -0.1
10年
美债

1.63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209 0.09%

USD/JPY 115.36 -0.06%

AUD/USD 0.719 -0.08%

USD/CNY 6.389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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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铜期货 2

（美元/吨）
9801.5 -0.34%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66.5 -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88.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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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连续两日开展千亿逆回

购操作，全天来看，资金面均衡偏松，7 天利率则因跨月因素维持高

位。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88%，较前一日上行 4BP，7 天

回购成交均价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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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较前一日下行10BP，GC007成交均价2.55%，

较前一日下行 6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资金面宽松，隔夜 CNH

HIBOR 报价 1.87%，较前一日下行 107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均衡偏松，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管理，加快今年专项债剩余额度发行，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

额度和分配方案。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窄幅波动，长端利率小幅下

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报 2.89%，较前一日基本持平。

国债期货小幅收涨，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06%。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7%，较前一日基本持平。美债方面，

昨日因假期休市一天。

 外汇市场：昨日为美国感恩节假期，市场交投相对清淡，美元指数窄

幅波动。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06%报 96.7860。人民币方面，

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12%报 6.398。人民

币汇率窄幅波动。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跌 0.03%报

6.3894。

 商品市场：昨日美国金融市场因感恩节假期休市。油价微跌，市场关

注主要产油国对美国等国释放原油储备的反应。上一交易日，布伦特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0.04%报 82.22 美元/桶。金价基本持平，后续需

关注通胀走势及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情况。上一交易日，国际现货黄金

收涨 0.01%报 1788.85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03%报

369.78 元/克，Au99.95 收跌 0.11%报 369.31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美国小幅上调第三季度经济增速至 2.1%。美国商

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2.1%，略高于预估的 2%，

但低于第二季度的 6.7%。第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

支出按年率计算增长 1.7%，略高于预估的 1.6%。

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低于预估的 1.8%。当季联邦、州和地方政

府支出增长 0.9%，略高于预估的 0.8%。（财联社）

 韩国央行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今年8月，

韩国央行首次加息，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超低利

率。当时，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之前的最低记录

0.5%上调了 25 个基点，至 0.75%。昨日，韩国央

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现行的 0.75%上调至 1%，为今

年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在发布的声明中，

韩国央行对通胀形势表示了担忧。（财联社）

 发改委召开座谈会研究完善煤炭价格机制。与会专

家建议，加快建立煤炭价格区间调控的长效机制，

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使煤炭价格真实反

映市场供求基本面，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当煤炭价

格超出合理区间上限，可根据《价格法》有关规定，

按程序及时启动价格干预措施；当煤炭价格过度下

跌超出合理区间下限，可综合采取适当措施引导煤

炭价格合理回升。（证券时报）

 《关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考

核办法》印发。《办法》明确，通过年度和“十四

五”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

例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确保各地土地出让收入

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分年度稳步提高，到“十四五”

期末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应达到土地出让收益 50%

以上的同时，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的 8%；或达到

土地出让收入的 10%以上。（农业农村部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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