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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央行操作助力机构平稳跨年  年初流动性有望合理充裕 

 中国银行间市场年末流动性总体保持平衡状态，平稳跨年。中国央行为应对金融机构

跨年资金需求，通过七天期和 14 天期逆回购组合操作释放流动性，上周内期限的资

金利率总体偏宽松，只是在年终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紧平衡，隔夜和七天期资金利率

显著上涨，但 14 天长期资金利率则从高位回落。 

 据 Wind 数据，中国货币市场 12月 17日 R001 加权平均利率为 2.37%，较上周上涨 49

个基点（bp）；R007 加权平均利率为 2.55%，较上周上涨 47.5 个 bp，R014 加权平均

利率为 3.11%，较上周下跌 66个 bp。shibor1 周为 2.27%，较上周 32.8 个 bp；shibor2

周为 2.99%，较上周下跌 30个 bp。 

 上周上交所 1 天国债回购年化利率为 5%，较上周涨 202 个 bp；上交所 1 天国债回购

日均成交量为 1.27 万亿元；较上周减少 219 亿元。 

 中国央行上周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共净投放 6000亿元。此外，央行票据互换 50亿元

到期和 7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也因此全口径央行操作净投放 5250亿元。 

 中国央行在 12 月 15 日执行年内第二次全面降准 0.5%，释放资金 1.2 万亿元人民币，

对冲 9500 亿元 MLF 到期中的 4500亿元；同时，央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也投放流动性，第一批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 855亿元。 

 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同业存单上周发行 3257亿元，到期逾 2591亿元，净融资

为 666 亿元。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有 7000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重点年初资金需求状况、央行操作、

新冠疫情冲击等情况。 

 票据市场：上周各行跨年信贷规模调剂  票据转贴利率先下后上波动巨大 

 转贴现买卖断交易方面，上周票据供需情况发生较大波动，前半周买盘力量不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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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贴利率仍是持续向下，后半周开始供给端增多，买盘额度剩余不多，转贴利率大

幅反弹上涨。上周资金面整体较为均衡，虽供给不缺，但跨年期限资金利率仍较高。 

 本周为 2022 新年开篇，预计票据供给将逐步起量，收口不敢轻易买入，利率仍有一

定上行空间。 

 债券市场：央行财政部相继释放利多信号，10 年国债收益率跌破 2.8% 

 中国上周主要债市收益率大幅下跌，。中国央行连续释放宽松货币政策信号，财政部

也释放引导国债总发行利率下行，加上年末市场流动性总体维持充裕格局，推动境内

债市收益率全面下跌，其中 10 年国债收益率突破前 2.8%关口之后，并继续突破前期

新低。 

 中国央行近期加大政策宽松的表态，除在货币政策委员会第四季度例会指首次提出要

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之后，央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还指出推

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这表明在经济下滑压力之下，央行可能推进降准降息等总量政

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境内债券市场形成利好。 

 Wind数据显示，利率债市场方面，中国 1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9.57 个基点（bp），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4.49 个 bp；3 年和 10 年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下跌 8.5 个 bp 和下

跌 0.77 个 bp。信用债市场中，一年期 AAA 短期融资券收益率下跌 20.48 个 bp；AAA

级中票 5年期品种下跌 8.7个 bp；AA+级企业债 3年期品种下跌 2.93 个 bp，AA级 15

年期企业债下跌 1.26 个 bp。 

 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此前推进 2022年地方债发行前置，提前发下 2022年地方专项

债限额 1.46 万亿元。中国财政部王小龙官员表示，2022 年国债发行任务重，要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为国债发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保持市场资金面合理充裕，全力保障国

债发行顺利开展。 

 他还表示，“进一步合理设置超长期国债比重，适度提高短期国债发行占比，引导国

债总体发行利率下行”。 

 2022年国债和地方债到期规模达到 8.2万亿元，较去年增加近 1.1 万亿元。其中，国

债到期量达到 5.4 万亿元，较去年增加近 1 万亿元；地方债到期 2.78 万亿元，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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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近 1100亿元。 

 中国上周国债和地方债发行量为 190 亿元，实现净融资 37 亿元。本周重点关注年初

资金需求状况、央行操作等情况。 

 外汇市场：Omicron影响可控弱化避险情绪，美元指数一度跌破 96；市场结汇仍偏强，一

度推动人民币收盘升破 6.36 

 美元指数上周下跌 0.36%，为连续第二周下跌。过去一周，金融市场因圣诞假期而交

投清淡，但据万事达统计，美国市场营收在 2021 年消费旺季期间成长了 8.5%，显示

消费力道依然强劲。近期美国 Omicron病毒持续扩散，导致上千家航班被迫取消。不

过，投资人对疫情担忧似乎没有上升。牛津大学科学家表示，Omicron 严重程度较低，

且住院时间更短。美国疾管中心（CDC）建议，染疫但无症状的民众隔离时间自 10天

缩短至 5天，以舒缓医疗体系压力。市场普遍认为 Omicron疫情应可控，使得避险情

绪弱化，美元指数受拖累而下跌，一度跌破 96元关卡，达逾一个月以来新低。 

 欧元上周上涨 0.45%，为连续第二周上涨。市场认为，Omicron 病毒虽让多国疫情升

温，但并未造成新一波强力封锁。投资人的担忧反而减缓，推升欧元涨至逾六周以来

新高。 

 英镑上周上涨 1.09%，为连续第二周上涨。英国重申不实施新的限制措施。财政大臣

Rishi Sunak表示，英国政府计划未来 3年削减数万个公务员工作岗位，以节省 5%财

政预算，英镑受激励而上扬，一度升破 1.35 元关卡，达逾七周以来新高。 

 日元上周下跌 0.61%，为连续第四周下跌。日本 11月零售销售、工业生产等数据均优

于预期，显示经济保持稳健，使得市场风险情绪提升，波及避险货币日元下跌，一举

跌破 115 元关卡，达近五周以来新低。 

 澳币上周上涨 0.58%，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推升澳币连续第二周上涨，达六周以来新

高。 

 人民币市场中，上周人民币外汇市场整体交投较为清淡，人民币多数时间保持窄幅波

动，成交量也有所下降。不过，市场仍偏结汇，人民币收盘价一度升破 6.36元关卡，

达逾三周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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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市场：Omicron忧虑舒缓及美国假期销售强劲，道指及 S&P 500连创历史新高；中国

央行释放宽松政策信号，逆转 A股连续跌势，深圳指数升破 2,500 

 2021 年最后一周美国股市交投清淡。尽管 Omicron 变异株导致全球新增病例数跃增，

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Omicron感染症状较轻，辅以美国圣诞假期销售数据强劲推升股

市，道琼工业指数及 S&P 500指数皆连续第二周上涨，皆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

数一度涨至逾五周以来新高。 

 英国卫生安全局研究显示，Omicron 与 Delta 相比，住院机率降低了 50%~70%。与此

同时，英国政府再次重申不会在跨年前实施新的封锁措施，法国虽加强防疫禁令，但

不会在跨年夜实施宵禁，学校也将在 1月初按计划重新开放，刺激道琼欧洲 STOXX600

指数连续第二周上涨，达近六周以来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第四季度货币政策会议提出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并举等内容，释放出更为

明确的政策积极信号，令市场对宽松政策加码预期升温，未来降准和政策利率降息概

率均有所提升，中国股市中止连续两周跌势，深圳指数一举升破 2,500 元关卡。 

 商品市场：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五周下降，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涨破 80；美元与实际利

率走弱，激励金价上涨达逾五周新高 

 尽管全球 Omicron 新增病例数创新高，但各国政府应不会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原油需求受疫情冲击的担忧降温。美国能源信息局（EIA）数据也显示，美国原油库

存下滑 358桶，为连续第五周减少，汽油与蒸馏油库存亦分别减少 146万桶与 173万

桶。油品库存下滑，增强市场对需求前景的信心，推升原油价格连续第二周上涨，达

近五周以来新高，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涨破 80元关卡。 

 虽然市场风险偏好上扬，但因美元与实际利率皆走弱，激励黄金价格连续第三周上涨，

达逾五周以来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