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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放量操作 ，前瞻应对中秋国庆资金需求 

 上周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处于相对紧平衡状态。在税收缴款、中秋假期、月末和十

一长假等因素影响，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提前放量操作应对当前市场资金需求，缓解后

市流动性紧张预期忧虑，市场资金供求维持基本平衡，推动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总体

走升。 

 在央行提前投放资金应对市场需求情况下，季末流动性紧张不必太过忧虑。孙国峰司

长此前也表示，“人民银行有充足的工具予以平滑，完全可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市场资金利率上周处于逐步走上涨态势，周五 R007加权平均利率为 2.58%，较此前一

周上涨近 37 个基点（bp）；DR007 为 2.3998%，较此前一周上涨近 12 个基点（bp）；

SHIBOR一周为 2.390%，较此前一周上涨 20 个 bp。 

 中国央行公开市场“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在上周五和六日连续两日进行 1000亿

元公开市场操作，分别为 5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和 5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 

 央行上周公开市场累计进行 8400 亿元操作，其中 1400 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和 14

天期逆回购操作 1000亿元和 6000亿元一年期 MLF，利率分别为 2.2%、2.35%和 2.95%，

因当周共有 6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资金净投放 1900亿元。上周金融机构同

业存单发行 3418 亿元，到期逾 2537亿元，净融资为 881亿元。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900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本周需要重点关注季末资金需求

和对冲情况、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及官员讲话情况。 

 票据市场：上周票据转贴利率震荡攀升，一级市场票源逐日回暖 

 中国票据市场转贴利率上周震荡攀升，因季末将至资金成本较高抑制买需，一级市场

票源逐日回暖，卖盘出票需求稳步释放，市场观望情绪较重，转贴利率略有上涨。 

 上周一级市场出票量突破千亿级台阶，本周一级市场签发量将继续向好，但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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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或依然不容小觑。 

 债券市场：中国债市收益率震荡上行，数据疲弱不改债市谨慎情绪 

 上周中国主要债市收益率小幅上涨。上周公布 8 月消费等主要经济数据进一步放缓，

但也在预期之中，而 PPI等通胀高企和市场流动性相对紧平衡，使得投资者对央行进

一步政策宽松的预期下降，而在近期理财业务新规等政策下，投资者情绪偏审慎，推

动债市收益率小幅震荡上涨。 

 受疫情防控、环保严控、房地产管控等因素影响，8 月中国主要经济数据出现进一步

放缓态势。中国公布数据显示，8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两年平均增长 5.4%，

比 7月回落 0.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两年平均增长 1.5%，

比 7月回落 2.1个百分点；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8.9%，两

年平均增长 4.0%，比 1-7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不过，全球需求扩张、供给迟缓等因素继续推动全球生产领域物价高企，中国 8月 PPI

同比上涨 9.5%，创 2008 年 8 月以来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进一

步放松的空间。 

 Wind 数据显示，上周 1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3 个 bp，10 年期国债则上涨 1.3 个 bp；

信用债市场中，一年期短期融资券上涨逾 6个 bp；中票 5年期 AAA 级上涨 5bp；企业

债 1年期 AAA级上涨 6.5bp，5年期 AAA级上涨 5bp，10年期 AAA 级上涨 4bp。 

 上周中国国债和地方债共发行 4074亿元，净融资量达到 3505亿元。本周中国国债和

地方债发行量预计为 2403亿元，但本周到期 621亿元，预计实现政府债券净融资 1782

亿元左右。 

 本周重点关注中国季末资金需求、债券发行，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及官员

讲话情况。 

 外汇市场：美国 8月零售强劲，美元指数返升涨破 93；非美货币普遍下跌，人民币转跌

贬破 6.46 

 美元指数上周上涨 0.66%，连涨第二周。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 8 月 CPI 同比增

长 5.3%，低于预期和前值，核心 CPI 同比增长 4.0%，也低于预期和前值。这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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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支持了联储官员关于通胀是暂时的言论，或使得美联储有理由推迟

宣布缩减购债规模的时点。受此影响，美元指数短暂承压下跌，达一周以来新低。不

过，随后美国公布 8月的零售销售报告出人意料地强劲，美元指数重返升势，一举升

破 93 元关卡，达逾三周以来新高。 

 欧元上周下跌 0.75%，连跌第二周。虽然欧元区公布的 7月工业生产同比 7.7%，大幅

优于预估，但欧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压抑欧元，再加上美元走势也偏强，欧元一

举跌破 1.18元关卡，达逾三周以来新低。 

 英镑上周下跌 0.71%，连跌第二周。英国 8月通胀同比升 3.2%，创下近九年高点，与

7月相比更是创 1997 年来的最大涨幅。8 月通胀除主要反映基期因素，也显示经济重

启带来的物价推升效果；英国失业率也在持续下降，这加深市场对下周英国央行利率

会议偏鹰的预期，英镑一度升破 1.39 元关卡，达逾五周以来新高。但美元在上周下

半周重返升势，压抑英镑一举跌破 1.38元关卡，达三周以来最低收盘价。 

 日元上周上涨 0.01%。中国持续推进政策监管，避险情绪推升日元一度升至六周以来

新高，但上周下半周美元重返升势，压抑日元回吐周初涨幅，全周约略收平盘。 

 澳元上周下跌 1.05%。受金属价格回调，与最主要原材料进口国中国的经济持续降温

影响，作为商品货币的澳元连跌第二周，一举跌破 0.73元关卡，达三周以来新低。 

 人民币上周下跌 0.34%，中止连三周涨势。人民币上周大抵跟随美元指数走势波动，

上周初美元走弱，人民币一度涨至 6.43，达近三个月以来新高；但上周下半周美元重

返升势，压抑人民币贬破 6.46元关卡，达逾半个月以来新低。 

 股票市场：美国增税法案提升市场忧虑，美国三大股指连续走跌；上证指数 3700点高位

遇阻，大幅下挫 

 美国一系列积极的数据表明，美国通胀可能已经见顶，且经济复苏依然强劲，提振投

资者情绪，推升美国股市一度上涨。但随后市场担忧政府企业增税法案，使投资人转

为保守；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也压抑美国股市，标普 500指数下跌，并创 2月以来

最大双周跌幅，跌至四周以来新低。美国标普 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皆为连续第二

周下跌，道琼工业指数创连续第三周下跌，道琼工业指数跌至八周以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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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对中国高端消费市场监管收紧的担忧，欧洲股市连跌第三

周，跌至七周以来新低，矿业股下跌近 8%跌势较大。 

 中国股市方面，恒大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地产和银行板块领跌市场；持续大涨的资源

股也在高估值和严政策的双重夹击下出现高位调整；上证指数在 3700点的多年高位，

遭遇强劲阻力，上周创近一个月最大单周跌幅。上证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皆中止连三

周涨势。 

 当前板块轮动速度较快，缺乏明确持久主线，后市股市仍可能大幅震荡。 

 商品市场：美国原油库存、OPEC原油需求预测一降一升，双双推动油价上涨；美元指数

转涨，压制金价跌破 1800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热带风暴 Nicholas登陆美国，推迟飓风 Ida后的原油生产恢复，

使美国原油和燃油库存均大幅下降，降幅超过市场预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发

布月度市场报告，将 2022 年全球原油消费量预测提高到高于疫情前的水平，这推升

国际油价上涨，西德州原油价格一举涨破 70美元，布兰特原油价格一举涨破 75美元，

双双创下逾六周以来新高。西德州原油价格连涨第四周，布兰特原油价格连涨第二周。 

 黄金价格先涨后跌，连续第二周下跌。上周二美国劳工部最新报告显示，美国 8月 CPI

同比增长 5.3%、核心 CPI 同比增长 4.0%，均低于预期和前值。这或使得美联储有理

由推迟宣布缩减购债规模时点。受此影响，美元指数短暂承压下跌，黄金价格一度涨

破 1800 元关卡，达一周以来新高。但随后美国公布 8 月零售销售报告意外强劲，美

元指数重返升势，黄金价格反转下跌，一举跌破 1,800元关卡，达五周以来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