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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1 月 28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十次会

议，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展和下一步思路举措等问题，部署

近期金融改革开放重点工作。2017 年 7 月 14 日至 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设立金融委。2017 年 11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金

融委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

相关工作。设立金融委，是为了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

范职责，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发展。今年 7 月

金融委第六次会议以来，已形成约每月一次例行会议的常态化机制。本次会

议并无太多新提法，多是针对前期部署的政策举措的再强调。一是连续四次

会议提出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连续三次会议“点名”中小银行资本补

充，金融委对银行资本水平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指出，“多渠

道增强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实力”，“下一阶段要突出问题导向，

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和中小银行改革”。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稳健，具有较

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但目前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情况仍然存在，

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而中小银行流动性压力

缓解也有利于激发服务小微企业的意愿，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二是提出通

过改革提供机制保障，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本次会议多次提及“改革”二字。

央行近期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就指出，下一步将探索建立

金融机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探索建立完善的问题金

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以及按照适配性原则实施差异化监管都是“进一步

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所需要的。

经济政策跟踪经济政策跟踪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此次调

整有很多创新之处。一是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

存量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20%-30%，并且在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

社会民生等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仍有很

大空间和潜力。《通知》重点针对基础设施领域适当下降了资本金比例。二

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统一。《通知》适当下调并明确了项目资本金比

例的统一要求。同时考虑到项目回报水平、收益覆盖债务融资的能力各有差

异，有些项目建成后收益好、偿债能力强，因此允许金融机构可以不一刀切，

对那些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的优质项目，在资本金比例

上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在不超过 5个百分点的幅度内适当降低项目资本

金最低比例。三是坚持制度规范和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通知》注重发挥

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明确规定，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是项目资本金比例的

下限，实际比例需要投资方、金融机构在执行国家规定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项目的投资收益、贷款风险等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并进一步要求金融机构

应按照商业化原则，加强对项目资本金来源、比例、到位情况的审查监督，

并自主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以及贷款的数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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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2 -15.10

R07D 2.7598 -1.15

R14D 2.7887 -5.37

HIBOR 隔夜 2.3678 -136.87

HIBOR 七天 2.9090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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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1.31 3.2437 0.78

3年 2.8354 0.30 3.5003 -1.23

5年 2.9827 -0.26 3.8102 -1.08

7年 3.1489 -0.82 3.9726 2.24

10年 3.165 -0.50 4.253 1.35

10年

美债
- -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009 0.09%

USD/JPY 109.51 -0.03%

AUD/USD 0.677 -0.09%

USD/CNY 7.0328 0.10%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 -

铜期货 2 5892 -0.89%

大豆期货 3 - -

现货黄金 1456.27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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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全天资金面

偏宽松。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12%，7 天成交均价 2.76%。交

易所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846%，7 天成交均价 2.797%。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大幅转松，香港市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定盘收于 2.37%，下

行 137bp；7 天期定盘收于 2.91%，下行 43bp。

 债券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昨日国开行发行 2 年期 LPR 浮息债，中标

利差-135BP,投标倍数 9.42 倍，中标利率低于市场预期。昨日发行 7

年国开债，中标利率 3.54%，发行 3、5、10 年期口行债，中标利率

分别为 3.01%、3.35%、3.71%。二级市场方面，近期债市处于数据真

空期，总体维持震荡态势。早盘收益率平开，外交部对美通过涉港法

案表示坚决反对，市场担忧美方此举会对贸易谈判造成一定影响，股

市走弱，债市收益率震荡下行 1bp 左右。午后收益率先上后下，总体

仍保持震荡，全天振幅 1bp 左右。利率债短端收益率上行 1bp 左右，

长端收益率下行 0.5-1bp。国开债 190215 收于 3.5725%，较前日下行

0.75bp。国债期货方面，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T2003 微跌 0.03%。信

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下行 1-2bp，中票收益率下行 2-3bp。

 外汇市场：美国感恩节休市，非美货币涨跌不一，欧元兑美元小幅上

涨，英镑兑美元、澳元兑美元、美元兑日元均小幅下跌，美元指数整

体持稳。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跌 0.05%报 98.3409。人民币方面，

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78 个基点报 7.0271。近期市场整体平

静，缺乏方向感，需持续关注中美贸易谈判进展。上一交易日，在岸

人民币跌 0.1%报 7.0328。

 商品市场：昨日是美国感恩节假期，国际贵金属市场清淡，原油期货

休市。黄金日内在 1454-1458 美元区间窄幅波动，日终小幅收涨 0.25%

与 1458.2 美元。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还在中美贸易谈判进展方面，目

前还未公布一阶段协议的具体情况。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适时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制

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结构；推动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

有机融合，加快培育新动能。到 2022 年，贸易结

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

增强。

 市场监管总局就《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公开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指出，经营者

不得与其他经营者达成或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排

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经营

者不得参与或支持行业协会组织的垄断协议。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出席第 8 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

并讲话。范一飞要求，从严从重打击无证机构，将

其作为严监管常态化的最重要任务常抓不懈。切实

防范垫资结算风险。严禁通过虚构交易、虚构商户

等形式开展业务，挪用资金。

 8 月以来央行 CBS 操作频率变为每月一次，常态化

特征明显。目前，商业银行永续债持续扩容，发行

规模已经接近 5000 亿元，中小银行也开始发力。

预计未来央行或出台更多举措以提升永续债流动

性，助力银行补充资本。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今日将公布欧元区 11月 CPI数据。关注欧元区通

胀是否有回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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