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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美联储发布本年度最后一期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温和扩张、较前期

有所改善。褐皮书显示，10 月至 11 月 19 日之间，美国经济在绝大多数地方

联储管辖区温和扩张，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虽然受到强劲需求的带动，但同时

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拖累。不同地区就业增长均显示温和至

强劲，用工需求持续较强但雇佣困难，抚育、退休和疫情安全担忧仍然是限

制劳动力供应的主要原因，工资有明显增长。经济各个部门均出现价格增长，

物价整体上行强劲，原材料需求增加、物流挑战和劳动力紧张导致投入成本

广泛增长，同时半导体、部分钢铁制品的可获得性增加导致价格压力缓解。

整体看，褐皮书显示的调查结果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的情况相似，也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季度听证会上的表述一致，即

经济强劲、就业紧张以及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推升物价。近期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于美联储是否会加快缩减购债以及新冠变种毒株的影响。一方面，近期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通胀的表述变为不能再用“暂时性”、通胀持续的风险

上升，并称将在 12 月会议上讨论加快缩减购债。另一方面，多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宣布将对非洲南部国家采取限制入境措施。据报道，当地时间 12 月 1日，

加州已发现美国第一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肺炎患者。由于鲍威尔对美

国通胀的判断时有反复，奥密克戎毒株在免疫屏障环境下的影响仍需要进一

步的数据，近期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监管政策跟踪监管政策跟踪

昨日银保监会发布《加快建设中国金融人才库 为中小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的文章。文章指出，为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

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金融委部署，着力解决中小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薄弱、

专业人才缺少的共性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

展。银保监会指导银行业和保险业协会切实发挥自律组织功能，加快推动中

国金融人才库建设工作。金融人才库包括高级管理人才库、独立董事人才库、

外部监事人才库等子库。高级管理人才库主要为管理人才流转到地方中小银

行保险机构任职搭建平台。独立董事库、外部监事库用于银行保险机构独立

董事、外部监事供需信息汇集和相关服务。目前，人才库线上系统已初步完

成开发，预计今年年底启动试运行。银行业已启动首次信息征集，通过银行

机构推荐，面向六大国有银行和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纳入符合监管部门

任职条件、愿意入库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有意愿担任地方中小银行董事长、

行长、副行长等关键职务的人才。高管人员合格人选年龄主要限定在 63 岁以

下。地方中小银行可在遴选管理人才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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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130.2

R07D 2.25 -55.2

R14D 2.37 -43.2

HIBOR 隔夜 2.07 -83.7

HIBOR 七天 2.5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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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76 0.6

3年 2.60 1.4 3.05 -1.0

5年 2.71 2.1 3.39 0.1

7年 2.87 1.5 3.62 0.1

10年 2.84 1.5 3.75 -1.0
10年
美债

1.40 -4.0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132 -0.16%

USD/JPY 112.78 -0.34%

AUD/USD 0.7105 -0.31%

USD/CNY 6.37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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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7 -0.92%

铜期货 2

（美元/吨）
9444 0.02%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228.25 0.90%

现货黄金

（美元/盎司）
1781.73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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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亿元的 7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 900 亿元。全天来看，跨月后资金面宽

松，资金利率明显回落。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2.05%，较前

一日下行 130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2.25%，较前一日下行 55BP，交

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GC001成交均价2.6%，较前一日下行200BP，

GC007 成交均价 2.37%，较前一日下行 38BP。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

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07%，较前一日下行 84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宽松，受前日鲍威尔偏鹰派发言影响，债市震

荡偏弱。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小幅上行。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10009

收益率上行 2BP 报 1.88%。国债期货小幅收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11%。信用债方面，1 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76%，较前

一日上行 1BP。美债方面，美国昨日发现新冠病毒新变种病例，推升

避险情绪，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 4BP 报 1.40%。

 外汇市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日重申通胀走高的风险明显上升，并

强调考虑加速完成缩减购债是合适的，美元指数反弹。上一交易日，

美元指数涨 0.15%报 96.0407。人民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

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升 0.16%报 6.3693。人民币汇率维持窄幅波动。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 16:30 收盘跌 0.01%报 6.3705。

 商品市场：美国出现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且南非的新冠

确诊病例激增，市场担忧疫情反弹会降低原油需求，油价下跌。上一

交易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0.92%报 65.57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近月合约收跌 0.52%报 68.87 美元/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蔓延使

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美股下跌，金价上涨。上一交易日，国际现货黄

金收涨 0.41%报 1781.73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32%报

367.32 元/克，Au99.95 收跌 0.48%报 366.85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 GDP 增长预期，下调今明两

年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测，并大幅上调今年

发达国家的通胀展望，称新病毒变种和更持久、上

升幅度更猛烈的通胀是全球经济主要风险。具体来

看，经合组织将 2021 年全球 GDP 增速预期从 9月

份给出的 5.7%下调至 5.6%。（华尔街见闻）

 欧盟公布 3000 亿欧元"全球门户"投资计划。欧盟

执委会公布计划，拟在 2021 至 2027 年间在全球范

围内投资 3,000 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数字和气候

项目。该计划被称为“全球门户”，旨在加强欧洲

供应链，促进欧盟贸易，并帮助应对气候变化，重

点关注数字化、卫生、气候、能源和运输、教育和

研究等领域。（环球网）

 1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降至 49.9。尽管电力短

缺有所缓解，受疫情反弹、内外需疲弱等因素影响，

1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落入收

缩区间，制造业景气度有所减弱。12 月 1 日公布

的 1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49.9，较 10 月

下降 0.7 个百分点，继 8月之后再次位于荣枯线以

下，反映制造业修复进程放缓。（财新网）

 11 月全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下跌。中指研究

院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 11 月，全国 100 个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6183 元/平方米，环比下跌

0.04%，为 2020 年 3 月以来首次下跌。从涨跌城市

个数看，30 个城市环比上涨，53 个城市环比下跌，

17 个城市与上月持平。同比来看，全国 100 个城

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2.72%，涨幅

较上月收窄 0.36 个百分点。（中指研究院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美国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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