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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李克强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强调，加快和加力实施宏观

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以稳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为稳经济做了大量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头两个月经济运行平稳，但受新一

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3 月份以来特别是 4 月份部分经济

指标明显转弱，一些重点地区更为突出，物流不畅，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加

剧，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要坚定信心，看到我国仍有 1.5 亿

多户市场主体、有很强的韧性，当前物价总体平稳，我们一直坚持不搞大水

漫灌，即使 2020 年疫情冲击最严重时也没超发货币，应对新挑战仍有政策空

间。要正视困难、应对冲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果断作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已出台政策要尽

快落实到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

实施完毕；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挖掘政策潜力，看得准的新举措能

用尽用，5月份能出尽出，确保上半年和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使经

济较快回归正常轨道。李克强说，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着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增长保就业保基本民生，落实落细留抵退税减税等

组合式纾困政策，让政策速享尽享。更加突出就业优先，着力支持市场主体

稳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留工补助、留工培训等政策要加大力度。引导金

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缓交利息。加大双创支持力度，强化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面向农民工扩大以工代赈。李克强说，要继续做

好稳经济各项重点工作。确保粮食稳产和能源稳定供应，夯实稳物价和保障

发展的基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大动脉和微循环，打通物

流和产业上下游衔接堵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国企提升核心竞争

力，以有效举措增强民企发展壮大的信心。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

规境内外上市融资，打造稳定透明、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制度规则和营商

环境。城镇化是必然趋势，要稳地价稳房价，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保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做好扩大开放、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综合来看，近期受疫情冲击，生产、消费、进出口数据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政策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本次会议指出要挖掘政策潜力，

看得准的新举措能用尽用，5 月份能出尽出，这意味着后续增量稳增长政策

将陆续出台，着力稳定上半年经济在合理区间。

海外通胀跟踪海外通胀跟踪

昨日公布的 4 月欧元区 HICP 同比增长 7.4%，与前值保持持平，仍维持在近

25 年来最高水平。需要关注的是，4月剔除能源与食品的核心 HICP 同比增长

3.5%，较 3 月份增速提升 0.5 个百分点。尽管 4 月国际能源价格有所下行，

欧元区其他商品价格仍保持较快上涨，这意味着欧元区通胀可能持续更长的

时间。昨日公布的英国 CPI 数据同样大幅上行，同比从 3月份的 7%大幅跃升

至 9%，是自 1982 年以来的最高涨幅。CPI 环比增幅从 3 月的 1.1%，上升至

2.5%。核心 CPI 同比从 3月的 5.7%上升至 4 月的 6.2%，与预期持平。上述数

据反映出，欧元区、英国等主要非美经济体均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市场对

欧央行和英央行的加息预期上升，预计后续欧央行和英央行将继续收紧货币

政策，维持本区域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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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0.6

R07D 1.67 1.0

R14D 1.89 14.2

HIBOR 隔夜 1.45 -9.0

HIBOR 七天 1.9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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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2.0 2.34 -1.6

3年 2.34 -2.1 2.83 -1.9

5年 2.54 -3.0 3.25 -3.0

7年 2.79 -1.2 3.44 -3.0

10年 2.78 -3.8 3.66 -2.6
10年
美债

2.89 -10.1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表. 主要外汇收盘价

前一交易日 涨跌幅

EUR/USD 1.0461 -0.84%

USD/JPY 128.245 -0.86%

AUD/USD 0.6954 -1.05%

USD/CNY 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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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9 -2.50%

铜期货 2

（美元/吨）
9260 -1.27%

大豆期货 3

（美分/蒲式耳）
1662.75 -0.91%

COMEX黄金

（美元/盎司）
1815.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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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亿元 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完全

对冲当日到期量。市场流动性预期较好，预计缴税因素影响有限。全

天来看，资金面整体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成交均价 1.39%，较

前一日上行 1BP，7 天回购成交均价 1.67%，较前一日上行 1BP，交易

所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GC001成交均价1.66%，GC007成交均价1.73%，

均与前一日基本持平。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隔夜 CNH HIBOR 报价

1.45%，较前一日下行 9BP。

 债券市场：近期资金面宽松，持续对短债形成支撑，债市情绪整体较

好，带动长端利率同步下行。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整体下行。1 年

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 2BP 报 1.93%，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

4BP 报 2.78%，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220003 收益率下行 1BP 报 2.81%。

国债期货小幅收涨，10 年期主力合约涨 0.11%。信用债方面，1年期

AAA 级信用债估值收益率为 2.34%，较前一日下行 2BP。美债方面，

美国 4 月建筑许可降至五个月最低，叠加美股大幅下跌，市场避险情

绪有所升温，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10BP 报 2.89%。

 外汇市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承诺，美联储将加息至遏制通胀快

速上升所需的水平，包括升至中性水平以上。此外，昨日美股大幅下

跌提振了避险情绪，美元指数在连续三日下跌后有所反弹。上一交易

日，美元指数涨 0.61%报 103.9245。人民币方面，上一交易日，人民

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一日升 0.64%报 6.7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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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90。

 商品市场：日本将于 6 月 10 日标售 472 万桶国家储备石油，美国原

油产量持续增加，市场对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昨日标普 500 指

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创近两年最大跌幅，也带动油价下跌。上一交易

日，WTI 原油近月合约收跌 2.50%报 109.59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

月合约收跌 2.52%报 109.11 美元/桶。美债收益率下行，金价小幅上

涨。上一交易日，COMEX 黄金期货收涨 0.08%报 1815.1 美元/盎司，

上金所 Au99.99 收跌 0.6%报 394.78 元/克，Au99.95 收跌 1.05%报

393.77 元/克。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联合国下调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3.1%。联

合国发布《2022 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

告称全球经济复苏被俄乌冲突扰乱，2022 年全球

经济增速预计为3.1%，低于2022年1月发布的4%。

报告还预计 2022 年全球通胀率将增至 6.7%，粮食

和能源价格将大幅上涨。其中，欧盟经济增长前景

显著减弱，预计 2022 年欧盟经济增速为 2.7%，而

不是 1月初预测的 3.9%。（央视新闻）

 日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1%。疫情下的限制措施

抑制消费者支出叠加日元疲软，贸易状况恶化，日

本经济继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再现下滑。日本内阁府

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疫情反弹影响，日本

一季度 GDP 环比下降 0.2%，同比下降 1%，萎缩幅

度小于预期的 1.8%。此外，日本 3 月份家庭支出

同比也下降 2.3%。（华尔街见闻）

 财政部、税务总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快留抵退税政策

实施进度。提前退还留抵税额，将《财政部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第二条第二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

行业大型企业，可以自 2022 年 10月纳税申报期起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中

的申请时间调整为 2022 年 6 月。各级财政和税务

部门要持续加快留抵退税进度。（财政部官网）

 工信部要求确保重点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

行。工信部召开十个省市工业经济形势分析视频会

议，会议强调，要全力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要

落实落细“白名单”制度，统筹做好企业对接和精

准服务，以点带链、以链带面，确保重点企业和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工信部官网）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公布欧央行 4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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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