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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昨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举行留抵退税新闻发布会。根据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介绍，今年实施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行业上聚焦于小

微企业和重点行业。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以及“制造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

政策执行上不断加力。一是在扩大范围上加力。进一步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六个行业，不仅允许其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而且允许

其退还存量留抵税额。二是在提高比例上加力。将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六个

行业增量留抵税额退还比例由 60%提高到 100%，和先进制造业保持一致。三

是在加快频次上加力。对所有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六个行业纳税人均按月退

还增量留抵税额，比照先进制造业，取消“连续 6 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

零，且第 6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万元”的限制条件。自 4 月初留抵退

税政策执行以来，政策落地速度较快。4月份，已有8015亿元退税款退到145.2

万户纳税人账户上。其中，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

小微企业共 139.5 万户，占比 96.1%，共计退税 4189 亿元，占比 52.3%。享

受存量和增量留抵退税的“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六个行业受益明显，共 52.2 万户纳税人获得

退税 3927 亿元。同时人民银行介绍，近期加快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2022

年以来，已累计上缴结存利润 8000 亿元，全年上缴利润将超 1.1 万亿元，为

退税资金保障打下坚实基础，直接增强财政可用财力，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

活力。同时，已上缴结存利润 8000 亿元相当于降准 0.4 个百分点，与其他货

币政策操作相互配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上缴利润也将通过财政支

出下沉基层、直达市场主体，预计上缴超万亿元结存利润将拉动全年广义货

币（M2）增速约 0.5 个百分点。同时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加强系统运维保障，

优化退税业务安排，确保疫情期间增值税留抵退税等资金拨付、退付业务不

间断。综合来看，实行大规模的留抵退税政策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激励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升级。从原理上来说，当增值税进项

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就会形成留抵。通常来讲企业销项税额会大于进项税，

但在企业购入固定资产、企业购入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存在时间差异，就会形

成增值税留抵。尽管留抵税额可以在后续经营期间抵扣，但实质上增加了企

业的资金成本。此外，如果企业进项税和销项税税率不一致、企业原材料和

产成品价格倒挂、企业的留抵税额将长期存在，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在开展留抵退税之后，企业的存量和增量留抵税款均可以在产生时得到退还，

将很大程度上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对于制造业等支持留抵退税的企业，由

于其购置固定资产时将产生大量进项税额，在该政策实施之前很容易产生留

抵税额，但在该政策实施后，其购置固定资产产生的进项税在当期可以退还

给企业，相当于为企业一笔无息贷款，这将刺激企业通过开展固定产更新和

技术升级，提升企业生产能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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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0.1

R07D 1.71 -9.3

R14D 1.91 -3.0

HIBOR 隔夜 2.36 12.0

HIBOR 七天 2.9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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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0.7 2.43 -1.9

3年 2.41 -2.2 2.92 -2.7

5年 2.58 -2.5 3.34 -3.0

7年 2.81 -1.2 3.58 -1.0

10年 2.81 -0.6 3.72 -1.3
10年
美债

2.99 -4.3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0529 -0.30%

USD/JPY 130.45 0.12%

AUD/USD 0.6938 -0.20%

USD/CNY 6.722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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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6 -3.23%

铜期货 2

（美元/吨）
9228.5 -0.10%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592.25 0.44%

COMEX黄金

（美元/盎司）
1837.2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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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当日

无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100 亿元。资金供给相对充裕，利率维持

低位，全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36%，较前一日基本持平，7天回购成交均价 1.71%，较前一日下行

9BP，交易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 GC001 成交均价 1.6%，较前一日下

行 12BP，GC007 成交均价 1.69%，较前一日下行 10BP。离岸人民币流

动性方面，隔夜 CNH HIBOR 报价 2.36%，较前一日上行 12BP。

 债券市场：昨日资金面宽松，市场预期 4 月国内金融数据将偏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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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3 收益率报 2.81%，较前一日下行 1BP。国债期货全线收涨，

10年期主力合约涨 0.14%。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

益率为 2.43%，较前一日下行 2BP。美债方面，市场预期本次通胀数

据或将显示通胀已逐步见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4BP 报 2.99%。

 外汇市场：美元指数维持高位震荡，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 4 月

CPI 数据。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涨 0.19%报 103.9278。人民币方面，

上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贬 0.35%报 6.7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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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报 6.7227。

 商品市场：上周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均有所增加，市场担忧疫情蔓

延和欧洲等地区经济衰退风险影响原油消费需求，油价下跌。上一交

易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3.23%报 99.76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

月合约收跌 3.28%报 102.46 美元/桶。美元指数在 104 的高位附近持

续震荡，金价承压下行。上一交易日，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89%报

1837.2 美元/盎司，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36%报 402.36 元/克，

Au99.95 收跌 0.56%报 402.3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经合组织综合领先指数显示欧洲经济增长速度继

续放缓。经合组织发布报告称，经合组织综合领先

指数（CLI）显示，在通胀上升和制造业预期下降

的影响下，CLI 指数显示欧洲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

缓，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欧洲以

外，CLI 指数显示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等国都继续

保持着稳定增长。大多数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将如预

计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央视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应对通胀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

项。拜登介绍了民主党抗击通货膨胀的计划，包括

降低雇主和雇员成本，并要求大公司和高收入人群

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款。拜登表示，解决通货膨胀问

题需要降低供货商成本，因此联邦政府计划让更多

卡车司机参与工作，从而减少运送货物所需的时

间，来降低制造商成本。（央视新闻）

 发改委等 4 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降成本重

点工作的通知》。重点工作包括营造良好的货币金

融环境、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中小微企

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加强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保供稳价等。其中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机制，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促进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进一步提升

直接融资服务能力。（国家发改委官网）

 商务部等 14 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

点的通知》。力争用 3 年时间，在完善内外贸一体

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

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衔接等方

面积极创新、先行先试，培育一批内外贸一体化经

营企业，打造一批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建立健全

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商务部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美国 4月 CPI 数据。

联系人：

郝 佳 010-85209686 haojia@abchina.com

马至夏 010-85607524 mazhixia@abchina.com

于富元 010-85209712 yufuyuan@abchina.com

伍宇镭 010-85209611 wuyulei@abchina.com

彭宇超 010-85209775 pengyuchao@abchina.com

mailto:yufuyuan@ab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