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市场日报金融市场日报

1

金融市场部 研究发展处
2018年 11月 7日（2018年第 210期）

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央行“三支箭”政策组合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落地。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从宏观上营造稳健

中性的货币政策，使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央行采取了“三支箭”的政策组

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一是增加民营企业的信贷，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

贷。人民银行新增 3000 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基本上都针对小微企业和

民营企业，解决中小银行由于存贷比太高、缺乏资金导致不能向中小企业投

放贷款的问题。二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债。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解决债券发行流标、认购倍数不足的问题。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扩大

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试点，目前已有 30 家民企正在抓紧准备债务融资工具

的发行工作，另外人民银行正在与证监会紧密协作，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公司

债券的具体方案。三是研究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针对目前民营

企业股权质押风险，相关部门正在多措并举化解。同时，为稳定和促进民营

企业股权融资，人民银行正在推动由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机构，发起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近期多项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密集出台，央行推出的首批与民企挂钩的信用风

险缓释工具（CRMW）落地并取得良好效果，近期浙江荣盛、红狮集团、宁波

富邦等三家民营企业通过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募集资金 19 亿元。三只债券

认购倍数均超过2倍，远高于今年以来民企发行债券1.24倍的平均认购倍数，

发行利率均低于发行人今年已发行的同期限品种平均票面利率，有的较发行

人今年发行的同期限品种平均利率低44个 BP，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费率为0.4%

至 1.6%之间。随着多项实质性支持政策逐步落地，预计未来民企信用利差有

望逐步修复。

国际收支国际收支跟踪跟踪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 2018 年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

与二季度相比，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呈现“一顺一逆”的特征。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继续回升。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 160 亿美元，较二季度增

长 200%。分项目看，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186 亿美元，其中国际收支口径的

货物贸易顺差 1008 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822 亿美元。二是非储备性质的金

融账户呈现逆差。三季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 188 亿美元。其中直接

投资净流入 13 亿美元，具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230 亿美元，外国来华

直接投资净流入 243 亿美元。三是储备资产略降。三季度，储备资产因国际

收支交易（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减少 30 亿美元，其中，外汇

储备减少 31 亿美元。总体来看，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平衡。在我国

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转型升级深化发展以及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的背

景下，未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跨境资金也仍将保持双向

流动、总体平衡的局面。

图.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

图.回购利率走势

期限 昨日(%) 日变动（BP）
R01D 2.2908 -16.25

R07D 2.5874 -3.88

R14D 2.6249 -3.94

HIBOR 隔夜 1.8179 -30.95

HIBOR 七天 2.7932 -2.91

图.债市收益率走势

期限
国债

收益率

日变化

BP

3A企业债

收益率

日变化

BP

1年 2.7516 -2.47 3.6849 -0.32

3年 3.1641 -2.41 3.9981 -0.03

5年 3.3143 -0.95 4.2529 -2.29

7年 3.5016 -2.14 4.5691 -0.27

10年 3.5113 -1.99 4.5979 -0.26

10年

美债
3.231 3.00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427 0.18%

USD/JPY 113.43 0.21%

AUD/USD 0.7247 0.50%

USD/CNY 6.9141 -0.18%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62.21 -1.41%

铜期货 2 6158 -0.53%

大豆期货 3 884.25 -0.17%

现货黄金 1227.1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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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实现零投放零回笼，全日

资金面保持宽松的状态。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29%，7 天成交

均价 2.59%。交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504%,7 天成交均价 2.573%。

离岸人民币流动有所宽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1.82%，下行 31bp；7 天期定盘收于 2.79%，下行 3bp。

 债券市场：国内一级市场方面，上午发行 1年期、3 年期和 7 年期国

开债，规模均为 50亿，中标加权利率为 2.62%、3.3511%和 4.0054%，

发行利率均明显低于二级市场，全场倍数为 3.48、5.09 和 4.13，由

于四季度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减弱，招标需求旺盛。二级市场方面，

资金面的持续宽松和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的悲观预期带动收益率继续

走低，早盘整体下行约 1-1.5bp。午后，受到期货市场的突然拉升，

债市收益率继续走低约 1bp。全天来看，债市收益率整体下行 2-3bp。

具体来看，1 年期国债成交在 2.75%，下行 2bp；3 年期国债成交在

3.14%，下行 3.5bp；5 年期国债成交在 3.33%，下行 2bp；7 年期国

债成交在 3.5%，下行 2.5bp；10 年期国债成交在 3.51%，下行 1.75bp；

国开债 180210 收于 4.0775%，下行 2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

债期货主力 T1812 收涨 0.22%。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2-4bp，

174 天 18陕延油 SCP009 成交在 3.65%；中票收益率上行 1-3bp，1.63

年 18 汇金 MTN007 成交在 3.79%。截至今日凌晨 6点，10年期美债收

益率收于 3.231%。

 外汇市场：谨慎情绪延续，美元小幅下跌。今天美中期选举结果将出

炉，主流媒体和机构的民调数据显示共和党大概率赢得参议院多数党

地位，而众议院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市场在选举前夕保持谨慎。上一

交易日，美元指数收跌 0.12%报 96.2318。人民币方面，上周后半周

人民币汇率连续大涨，市场预期正出现积极变化。一是监管层频频表

态维稳汇率，有信心、也有丰富的政策工具来维护人民币市场稳定；

二是稳增长政策仍在密集出台，经济预期的改善对人民币企稳构成坚

实的基本面支撑。预计短期人民币仍将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双向波动。

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 0.18%，报 6.9141。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12 月期货周二收跌 0.89 美元，跌幅 1.41%，

报 62.21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 12 月期货周二收跌 1.04 美元，跌幅

1.42%，报 72.13 美元/桶。API 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增幅远超预期，

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不足，都导致油价继续承压下跌。国际现

货黄金周二收盘价为 1226.58 美元/盎司，跌幅 0.39%。美元指数继续

小幅下跌，但是目前市场观望情绪较为浓厚，美元回调并未对金价形

成有效支撑。市场一直在等待的中期选举结果公布，若共和党打破市

场预期，成功守住两院，美国政府可能推出更多刺激政策，利好美元

并对黄金造成压力。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上海自贸区将扩大。上海副市长吴清称上海自贸区

的扩大范围将会“相当大”，其具体情况将很快披

露；上海市政府将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不断增强配置全球资源、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进一步加快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

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国将自主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李克强总理会

见 IMF 总裁拉加德时表示，我国将在继续保持金融

稳定的同时，自主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

在银行、证券、基金、期货和人身险等领域，推动

尽早实现外资全控股、全牌照开放。

 英国对达成脱欧协议依旧有信心。首相特雷莎•梅

告知内阁，脱欧协议提案已完成 95%，但仍有诸多

困难议题未解决；英国目标为尽快达成协议，但并

非以付出所有为代价。

 欧盟可能对意大利实施制裁。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

布洛夫斯基称执委会正在考虑，如果意大利在 11

月 13 日之前不修改其预算案，可能对意大利实施

制裁。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美国 11月 2日当周 MBA抵押贷款申

请活动指数，前值为-2.5%。该指数是单户房屋销

售和住房建设的领先指标，近期受贷款成本升高影

响，美房地产市场已出现放缓迹象，加息负面影响

或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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