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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中国月初银行间流动性转为宽松，市场资金利率平稳回落 

 上周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由紧张转为适度宽松。中国央行上周初通过公开市场持续

净投放资金等方式，帮助金融机构安度 8月月流动性需求，避免了资金利率过度高企；

转到月初，随着存款类机构融出资金增加，市场资金面状况开始改善，央行公开市场

也转为净回笼，资金利率平稳回落。 

 上周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总体回落，周五 R007 加权平均利率为 2.122%，较此前一周

下跌近 30个基点（bp）；SHIBOR一周为 2.059%，较此前一周下跌 27个 bp。 

 央行为了满足月末资金需求，上周初公开市场继续每日投放 500亿元流动性，全周累

计进行 13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均持平于上期，因当周共有 1700亿元逆回

购到期，央行实现资金净回笼 400 亿元。上周金融机构同业存单发行 2240 亿元，到

期 2205 亿元，净融资为 34.8亿元。 

 中国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

革，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1300 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重点关注公开市场到期回笼对流

动性影响、8月经济金融数据情况。 

 票据市场：上周票据利率变化不大，本周或从低位小幅反弹 

 上周票据转贴现买卖断交易方面，上周经历月末和月初时点，但票据市场情绪波动不

大，也没有极端供需关系出现，所以票据利率变化也不明显。上周回购方面，除 8月

末最后一日资金面略有收紧，其他期限资金面维持宽松，票据回购利率也维持低位。 

 本周开始预计票据一级市场开始陆续起量，将带动二级市场利率小幅反弹。 

 债券市场：8月 PMI提振政策宽松预期，中国债市收益率弱势震荡 

 上周中国主要债市收益率呈现出弱势震荡走势。中国 8月 PMI大幅低于预期增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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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央行降息等政策宽松预期，市场流动性状况在月初缓解，推动主要债券收益率下跌；

但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没有兑现市场期待，加上主管部门实施银行理财产品估值及

管理新规，推动东现券收益率有所回升，总体呈现出震荡下行走势。 

 中国统计局上周初公布的 8月数据显示，制造业 PMI50.1%，较上月下跌 0.3个百分点，

折射出中国经济动能进一步放缓，尤其是财新制造业 PMI 大幅下降至 49.2，为 2020

年 5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这增加了市场对央行降息等进一步货币政策宽松的预

期。 

 但上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没有如市场预期的降息，仅部署要求加强政策储备，做好

跨周期调节，今年再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 

 与此同时，美国 8 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3.5 万人，大幅不及市场预期，创 2021 年 1

月以来最小增幅。由此带来市场预期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的预期节奏再度放缓。 

 市场传出两则消息，可能对后续债市造成影响：一是金融主管部门对银行理财产品对

成本法估值政策调整，从六大银行进一步扩大执行范围；二是地方金融没有设立理财

子公司的银行理财业务规模将不得新增，并可能叫停理财业务。 

 Wind数据显示，上周 1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1.1个 bp，10年期国债则下跌 3.7个 bp；

信用债市场中，一年期短期融资券下跌 9.2 个 bp；中票 5年期 AAA 级上涨 2.5bp；企

业债 1 年期 AAA级上涨 2bp，3年期 AA+级上涨 1.8bp，15年期 AA 级则变动不大。 

 上周中国国债和地方债共发行 2394亿元，净融资量达到 1109亿元。本周中国国债和

地方债发行量预计为 2517亿元，但本周到期 1522亿元，预计实现政府债券净融资 996

亿元左右。 

 本周重点关注中国 8月债券发行、物价、外贸和金融数据、政府高层会议等情况对市

场影响。 

 外汇市场：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美元指数一度跌破 92；非美货币普遍上涨，人民币

连涨第二周，一举升破 6.46 

 美元指数上周下跌 0.70%。市场持续消化美联储主席在 Jackson Hole 鸽派演说，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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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布的 8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六个月低点，7 月待完成成屋销售意外连两个月下

跌，8 月 ISM 制造业指数虽自上月回升，但缺工情形却接近历史最高。此外，ADP 就

业人数 8月新增 37.5 万人，远低于预估的 61.3万人；其中非农就业人口仅新增 23.5

万人，亦远低于市场预期的至少 70.0 万人。种种数据不如人意，压抑美元指数连跌

第二周，一度跌破 92元关卡，达近一个月以来新低。 

 欧元上周上涨 0.72%。欧元区上周公布的 8月 CPI同比增幅达到 3%，为 2008年 10月

以来高点；德国 8 月 CPI 同比上涨 3.4%，达至少 24 年以来高点。虽然欧元区通胀高

企，主要来自食物及能源与基期因素，但欧元区多位官员联袂呼吁，应尽快缩减购债。

这推升欧元连涨第二周，一度涨破 1.19元关卡，达逾 9周以来新高。 

 英镑上周上涨 0.78%。英国 8 月制造业 PMI 终值上调，支撑经济复苏景气前景；且受

惠美元走弱，带动英镑连涨第二周，一度逼近 1.39元关卡，达逾三周以来新高。 

 日元上周上涨 0.12%。美元指数近期回落，加上日本官方公布的新冠疫情确诊人数略

为降温，为日元近期下行压力带来喘息机会，推动日元中止连两周跌势，一度涨至逾

一周以来新高。 

 澳币上周上涨 2.02%。澳大利亚公布第二季 GDP同比增幅 9.6%，高于市场预期，创有

数据纪录以来最高水平；7 月贸易顺差达超过市场预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澳大利

亚总理 Scott Morrison 表示，在达成将辉瑞疫苗库存增加一倍的交易后，经济重新

开放的时间可能会提前，推升澳元连涨第二周，一举升破 0.74 元关卡，一度达逾七

周以来新高。 

 在岸人民币汇率方面，美元指数继续走弱，推升人民币汇率连涨第二周，一举升破 6.46

元关卡。 

 股票市场：市场维持政策宽松预期，S&P 500、纳指双创历史新高；沪指一度涨破 3,600

点，达逾九周来新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 Jackson Hole 鸽派发言继续影响市场，美国公布的 8 月就业数

据疲弱，市场继续维持对美联储政策的宽松预期，推动美国股市续涨，S&P 500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皆连涨第二周，双双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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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股市先涨后跌，全周下跌。上周初，欧元区公布 7月失业率一如预期下降，提振

消费相关板块，国际油价上涨亦推升石油股，STOXX 600 指数一度上涨，并创下近三

周以来新高。但上周五美国公布的 8月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成长放缓，欧洲股市

创两周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对美国市场有敞口的零售股和旅游股大幅滑落。不过，欧

洲科技股受益于新冠疫情扩散，上周上涨近 2%，为表现最好的类股。 

 中国股市上周上涨，上证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皆连续第二周上涨，上证指数一度涨破

3600 点，达逾九周以来新高，成交额维持高位。上周沪深两市成交金额连续 33 个交

易日突破万亿元水平，北向资金连续 10 个交易日买超，全周北向资金合计买超人民

币 279.27 亿元。上周股票市场风格切换迹象明显，低位的大金融和基建板块发力上

扬，年内跌幅巨大的消费板块继续反弹，受监管政策逆风影响的医药板块走势颓弱，

产业资本高位减持叠加对高估值的忧虑致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板块重挫。 

 展望后市，市场或仍将以板块的轮动为主，随着上证指数回到 3,600 点附近的阻力位

置，市场局部的波动可能会放大。 

 商品市场：原油库存下降与非农就业疲弱交错，油价涨跌互见；金价连涨第四周，一度涨

至逾七周来新高 

 国际原油价格涨跌互见。虽然飓风埃达（Ida）席卷墨西哥湾，导致美国 EIA 原油库

存大幅减少 716.9 万桶，一度推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并达逾一个月以来新高；西

德州原油价格一度涨破 70 美元，达近一个月以来新高。但上周五美国公布的 8 月非

农就业数据不如市场预期，市场担心拖累需求前景，再加上美国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以

应对飓风造成的能源供应短缺，使原油价格回落。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 8月非农就业人数不如预期，推升黄金价格上涨，一度涨至逾七周

以来新高，达连续第四周涨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