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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 7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工业、投资、消费均有所回

落，显示经济增长动能有放缓迹象。具体来看：一是工业增加值受环保去产

能、气候因素影响增速略有下滑。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

增长 6.4%，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但环比增长 6.8%。其中上游行业增速

明显快于中下游制造业，环保去产能及气候因素是拖累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但也反映出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供给拉动的影响大于需

求侧，上游的增长传导至中下游并不顺畅，后期需求不足或将削弱经济持续

回暖的动力。二是工业投资动力不足拖累投资增速。1-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8.3%，增速比 1-6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7 月份

比 6 月份增长 0.6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速分别回落 2.1 和

0.6 个百分点，显示原材料涨价并未明显推动上游行业投资增长，反而同时抑

制了中游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依旧是带动投资增速的关键，19 大前维稳的

需要政府投资将依旧保持稳定。三是民间投资小幅回落显示经济增长具备一

定韧性。1-7 月份，全国民间固定投资 204640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6.9%，增

速比 1-6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小，民间投资信心仍然较高有

利于支持当前较高的经济增速。四是房地产投资有所下滑但短期风险不大。

1-7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加 7.9%，增速比 1-6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10.0%，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尽

管受部分地区调控影响，地产投资回落幅度仍然较小，三四线的住房需求旺

盛仍然是地产投资持稳的关键，但未来随着居民对房价的预期转变，地产可

能是拖累经济增速的另一负面因素。五是消费依旧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0.4%，比上月下滑 0.6 个百分点。

分项来看，油价下滑带来的石油及相关制品消费增速下滑是一个明显的分项，

而其他分项显示消费整体依旧稳健，消费增速未来仍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是下半年的经济回暖的关键。综合而言，从 7 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短期内

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并未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经济增长可能进入一个

平稳增长的阶段，但考虑下半年地产和汽车消费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且收益

率上行带来的企业成本抬升可能使得央行货币政策不会转紧，短期有利于债

市走势；汇市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可能有利于境外资金对投资中国

的信心，加上美元整体疲软，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维持稳定略强态势。

图. 主要外汇收盘价

上日 涨跌幅

EUR/USD 1.178 -0.35% 1.0456

USD/JPY 109.63 0.40% 117.33

AUD/USD 0.7852 -0.53% 0.7176

USD/CNY 6.6687 0.03%

图. 主要商品价格走势

昨日 涨跌幅

原油期货 1 47.59 -2.52%

铜期货 2 6397 -0.22%

大豆期货 3 938.25 -0.71%

现货黄金 1282.15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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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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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6 3.27

R07D 3.2500 18.11

R14D 3.7014 13.66

HIBOR 隔夜 1.44767 -19.00

HIBOR 七天 2.28767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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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0 -1.53 4.3886 -4.13

3年 3.4532 -1.96 4.5475 -0.68

5年 3.5715 -1.34 4.6900 0.93

7年 3.6596 -0.51 4.8341 1.11

10年 3.5925 -2.38 4.8744 0.99

10 年

美债
2.2240 3.30 - -

数据来源： BLOOMBERG，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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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昨日央行进行 1100 亿 7 天、1000 亿 14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有 2100 亿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当日到期量。银行间资金面有所转紧，

回购利率涨跌不一。银行间市场隔夜成交均价 2.85%（3bp），7 天成交

均价 3.25%（18bp），14 天成交均价 3.7%（14bp）。交易所市场隔夜成

交均价 3.68%，7 天成交均价 3.70%。线下资金方面，7-14 天报在

3.5%-3.6%，1M 报在 3.9%-4%，3-12M 报在 4.7%-5.1%左右，7-14 天略有

下行，其他期限基本持平。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仍较为宽松，香港市场人

民币隔夜利率定盘于 1.45%，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19bp；7 天期定盘于

2.29%，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10bp。

债券市场：昨日财政部发行两期农发债，3 年期固息增发债中标利率

4.06%，投标倍数4.49；5年期固息增发债中标利率4.16%，投标倍数5.25，

需求旺盛但中标利率高于二级，反映市场情绪仍较为谨慎。海外方面，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通话强调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

稳定，避险情绪有所降温，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2bp。国内方面，

央行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拟于 2018 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

规模 5000 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 MPA 同业负债

占比指标进行考核，这将提高银行业同业负债的平均成本，给资产端带

来一定抛压。中国 7 月经济数据全线回落，印证基本面向好态势趋缓，

债券收益率有所下行。国债期货低开高走。全天来看，利率债整体下行

1-2BP,具体来看，1 年期国债成交在 3.33%，3 年期国债成交在 3.46%，

与前日持平，5 年期国债成交在 3.59%，7 年期国债成交在 3.66%，10 年

期国债成交在 3.61%，下行 1.5bp。10年国开 170210 收于 4.255%，下行

1.5bp。信用债方面，短融收益率基本持平，中票收益率下行 1-3BP。截

止今晨 6点，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成交在 2.224%，上行 3.3bp。

外汇市场：上一交易日，鉴于美国高层官员上周末试图缓和与朝鲜的紧

张关系，加之美国白宫现在在关注其国内的暴力事件，美朝紧张局势缓

和，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兴趣重燃，美元指数周一反弹，收复了上周的

大部分失地。上一交易日，美元指数上涨 0.36%，报收于 93.43。人民币

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设于 6.6601 元，较上一交易日的 6.6642

元上调 41 点，为连续 5 日调升。昨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高开低走，

盘初结汇盘继续涌现，但随着美元指数出现反弹，购汇盘逐渐增多，令

汇价回吐部分涨幅。整体来看，年内人民币对美元仍有升值空间，但随

着美元指数触底回升，汇率波动可能加大，预计未来双向波动特征将增

强。上一交易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较前日下跌 0.03%，报收于 6.6687。

商品市场：美国 WTI 原油 9 月期货周一下跌 2.52%，报 47.59 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 10 月期货周一下跌 2.63%，报 50.73 美元/桶。中国原油需求

回落打击了多头信心，同时美元企稳反弹也加大了油价的下行压力。现货

黄金震荡下行，黄金盘中最高上探至 1289.73 美元/盎司，收于 1281.86

美元，全天下跌 0.54%。

宏观要点宏观要点

 经济参考报：今年以来，一系列降成本新举措陆续

出台，仅税费成本一项就将为企业年内减负超万亿

元。目前，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地，降成

本阶段性效果已经显现。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结

合督查调研等情况对降成本成效展开评估，并在预

研储备新的举措。

 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

风险的意见》的通知，要求从严淘汰落后产能、清

理整顿违规项目、严控新增产能规模。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行

政命令。该命令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授

权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进行调查。特朗普称，

将强化公平和互惠的贸易规则；责成美国贸易代表

署（USTR）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动用“所有可能的选

项”；这是一个重大行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的职责是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美国卫星观察到朝鲜移动导

弹发射器的运动，可能正准备发射中程导弹。美国

国防部长马蒂斯：如果朝鲜发射了导弹，可能会使

局势向战争恶化；如果朝鲜打击美国，那就是“游

戏开始了”。

近期关注近期关注

 英国将公布通胀数据，市场持观望态度。北京时间

今日 16:30，英国将公布 7月份通胀数据。市场对

此持观望态度，欲从中窥测“英国经济情况能否进

一步好转”从而提振英镑。在此之前，英国经济数

据表现差强人意，经济增速也显现放缓迹象，英国

央行加息的不确定性，都影响投资者对英镑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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