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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上周无逆回购到期，无资金投放也无回笼，但全球央行转趋宽松，中国央行再

下调利率可能性大 

 中国人民银行上周逆回购操作已经连续 14 日缺席，主要因为上周无逆回购到期，无

资金投放也无回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于全球蔓延，全球央行联手降息大潮又开始涌现，上周二美联

储更是意外紧急降息 50 个基本点，对春节后已连续释放宽松意图的中国人民银行来

说，虽未在上周三的公开市场予以立即回应，但本月再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

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政策利率的可能性大增，甚至不排除存款基准利率

也有所调整。 

 票据市场：票据市场转贴利率上周变动不大，政策预期偏松支撑买需，但出票量渐增形成

压制 

 中国票据市场转贴利率上周依旧变动不大，足年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承兑（国股）票据

转贴利率最新在 2.6%附近，交投则继续活跃。 

 目前流动性暂时无忧，政策预期偏宽松亦支撑买需，惟出票量渐增形成压制，现有因

素难决高下，3 月信贷需求情况有望主导转贴价格走向。 

 债券市场：美联储上周二宣布紧急降息 0.5 个百分点，使美国 2 年期与 10 年期公债收益

率皆创下历史新低，两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创下 1987 年以来最大双周跌幅；10 年期与 30

年期德国政府公债收益率皆达历史新低；中国 10 年期政府公债收益率一度创近 18 年新低 

 虽然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初选中的表现强劲，

但美联储上周二宣布紧急降息 0.5 个百分点，这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

储首次在两次利率决策会议间采取行动，使美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首次跌破 1%，盘

中触及纪录低位的 0.66%，30 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盘中跌至 1.187%的历史低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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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008 年 9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两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达 2014 年 10 月

以来最低水平，创下 1987 年以来最大双周跌幅。 

 美联储紧急降息，市场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谨慎情绪令投资人转投避险债市，10

年期德国政府公债收益率刷新了去年 9 月中美贸易战忧虑最严重时触及的历史新低，

30 年期德国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负 0.337%的历史新低，创下 2016 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

幅，两年期德国公债收益率触及六个月最低。 

 中国债市当周多头情绪高昂券价一路攀升，银行间债市 10 年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

创近 18 年新低。本周美联储降息引发国内政策宽松预期空前高涨，全球肺炎疫情扩

散及政策宽松预期推动下债市整体向好势头未尽。不过大涨后部分获利盘止盈，叠加

近期海外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持券心态不稳，国内股债跷跷板效应明显，料后市券

价以震荡攀升为主。短期市场对中国央行跟进美联储降息预期较强，消息兑现后或再

现利好消息落地行情。 

 外汇市场：美联储紧急降息 2 码，使国际美元指数跌破 96 元关卡，达逾八个月以来新低，

欧元上涨突破 1.13 元关卡，达逾 8 个月以来新高，英镑上涨突破 1.30 元关卡，达三周以

来新高，澳币上涨突破 0.66 元关卡，达逾两周以来新高，人民币已连续第二周上涨，升

破 6.94 元关卡，回补春节后的跳空缺口；避险情绪升温，日圆一度上涨突破 105 元关卡，

达逾六个月以来新高 

 美元指数上周下跌 2.2%。美联储紧急降息 2 码，加上美国疫情有升温迹象，市场预期

还有进一步宽松政策空间，使国际美元指数下跌，跌破 96 元关卡，达逾八个月以来

新低。 

 欧元上周上涨 2.3%。虽然欧洲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景气受冲击程度可能超过市场预期，

但美联储紧急降息使美元趋弱，美国与德国政府公债收益率利差也持续缩窄至逾四年

以来新低，上周欧元延续上行趋势，推升欧元上涨突破 1.13 元关卡，达逾 8 个月以来

新高。 

 上周英镑上涨 1.75%。虽然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交锋激烈，但英国央行行长马

克．卡尼（Mark Carney）与候任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提到其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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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委员仍在商讨相关策略，再加上他们将在 3 月 15 日交接总裁职务，市场估计英国

在 3 月 26 日利率决策会议前降息机会不大，再加上国际美元趋弱，推升英镑上涨突

破 1.30 元关卡，达三周以来新高。 

 日圆上周上涨 2.3%。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感染病例超过 10 万例，避险情绪升温，

再加上国际美元趋弱，推升日圆一度上涨突破 105 元关卡，达逾六个月以来新高。 

 澳大利亚央行為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于上周二決定降息一碼至历

史新低的 0.5%，但因为国际美元趋弱，使澳币利空出尽反弹上涨突破 0.66 元关卡，

达逾两周以来新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已暂时受控，但继续在全球蔓延，上周二美联储意外紧

急降息 50 个基本点，美元指数走弱推升人民币上周三大涨近 480 点至六周以来新高，

中间价亦接连上行至逾一个月高点，人民币已连续第二周上涨，升破 6.94 元关卡，回

补春节后的跳空缺口。 

 股票市场：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初选中表现强劲，

盖过对于疫情的担忧，美国股市微幅上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感染病例超过 10 万例，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限制措施来遏制疫情蔓延，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规模加重，泛欧 600

指数收跌至 2019 年 8 月中以来的最低点位，已连续第三周下跌；市场对于中国政府推出

刺激政策的憧憬日渐提高，且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病例数字下滑亦提振了市场信心，

上海综合指数上周创一年来最大单周涨幅，并重新站上 3,000 点整数关口 

 美国股市上周涨跌互见。虽然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 50 个基本点，令投资者感到意外，

加剧市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经济影响的担忧，但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初选中的强劲表现，为市场信心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推升美国股市强劲反弹，在利多与利空交错影响下，美国股市上周涨跌交错，全周仅

微幅上涨。 

 在美联储紧急降息之后，市场预期全球主要央行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出台更

多刺激措施，推升欧洲股市小幅上涨；但随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感染病例超过 10

万例，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限制措施来遏制疫情蔓延，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规模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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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过了对货币刺激措施支持经济的乐观情绪，使欧洲股市回跌，泛欧 600 指数收跌至

2019 年 8 月中以来的最低点位，已连续第三周下跌。 

 上海综合指数上周劲升 5.4%创一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并重新站上 3,000点整数关口，

收复前周失地。虽然最新 PMI 数据创下历史新低，但市场对于政府推出刺激政策的憧

憬日渐提高，且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病例数字下滑亦提振了市场信心，上周大

盘整体维持震荡向上态势，虽然上周二美联储紧急降息虽令美股暴跌，不过上海综合

指数仍旧不改强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全球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大潮流

重现，中国人民银行后续稳增长更多宽松举措可以期待，上海综合指数后市仍将有向

上拓展反弹的空间。 

 商品市场：OPEC+大会因俄罗斯反对大幅减产而破裂，国际油价于上周五暴跌至多年低

点，创下 11 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紧急降息及对疫情的担忧，推升金价创下 2011

年 10 月以来最大周线涨幅 

 俄罗斯对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提出的大幅减产以稳定油价的提议表示反对，在维

也纳举行的 OPEC+大会最终未能就进一步减产计划达成协议，成员国可能将于 4 月

份增加原油产量，导致国际油价于上周五暴跌逾 9%，布兰特原油跌至 2008 年以来最

低，美国原油挫至 2014 年以来最低，油价创下 11 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美联储紧急降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

促使投资人涌进避险资产，黄金价格一度逼近 1,700 元关卡的历史新高，创下 2011 年

10 月以来最大周线涨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