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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预期利好叠加影响  金融市场受提振较明显 

 

摘要 

◆ 多利好预期叠加 

◆ 会议及政策措施陆续推出 

◆ 流动性仍维持偏松 

 

 

 

 

 

一、宏观经济 

1、 经济数据 
截止 2019/2/24 

指标名称 前值 预期 今值 增减 

GDP 累计（%） 6.7% 6.6% 6.5% 减 

制造业 PMI 49.4 49.3 49.5 增 

非制造业 PMI 53.8 53.8 54.7 增 

CPI% 1.90 1.90 1.70 减 

PPI% 0.90 0.30 0.10 减 

社会消费品零售 8.2%    

工业增加值 5.7%    

出口（%） -4.4 -3.3 9.1 增 

进口（%） -7.6 -10.2 -1.5 增 

贸易顺差（十亿美

元） 
57.06 38.6 39.16 减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 
5.9%    

M2（%） 8.1 8.2 8.4 增 

人民币贷款新增 1080 2980 3230 增 

宏观周报 2019 年 2月 18日-24 日 

投研顾问： 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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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元） 

社融（十

亿元） 
1589.8  46400 增 

工 业 企

业利润 
10.3%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2、 当周经济数据 

 

中国 1 月房价 

图 1：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充分显示，在“因地制宜、因城

施策”的调控原则指导下，1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平稳，其中环比房价基本保

持稳定，同比房价涨幅则有所扩大。1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3.3%，

涨幅比上年同月扩大 0.5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1.6%和

11.0%，涨幅比上年同月分别扩大 0.3 和 0.2 个百分点。同期，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9个百分点。具体城市中北上广微涨，深圳微跌。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与上月相同。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从目前显示的数据来看，房价上涨较快的区域仍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尤其是自 2018 年四

季度初开始上涨的部分城市。此外，1 月份各地出台总计 15 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内容上呈现

差异化，“一城一策”的特点凸显。叠加近期有部分城市的调控政策出现边际性放松调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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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房地产政策变化及后续房价变化更加敏感。参考各地近期陆续公布的 2019 年棚改计划来

看，政府将针对商品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市县，因地制宜调整货币化安置政策。在

整体市场流动性偏松背景下，虽然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主基调依然是从严，但是房地产行业融资

条件及调控政策变化将对不同城市房价后续调整更有影响。毕竟多个政府均已经明确提及今年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这样的调控目标。 

 

二、货币市场 

（一）短期资金利率 

1、公开市场：尽管央行上周小幅投放资金，但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显充裕，当周开展

600 亿逆回购操作，实现净投放 600亿。下周央行公开市场有 600亿逆回购到期。目前银行间

流动性仍充裕，稳健货币政策维持不变。 

图 2：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2、货币市场：从市场情况看，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利率当周涨跌分化，短端尤其隔夜大

幅上涨，一月及之后期限品种利率小幅下跌；银质押回购利率多数上涨，仅 1月利率品种小幅

下跌。1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加权平均涨 72bp至 2.4276%，7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加权平均涨 35bp

至 2.5668%，14 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加权平均涨 28bp 至 2.4985%，21 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加权平

均涨 22bp 至 2.5000%，1 月质押式回购利率加权平均降 7bp 至 2.3500%，3 月质押式回购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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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涨 8bp至 2.6471%。 

图 3：货币市场利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4：货币市场利率变动（BP）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中长期债券市场 

图 5：中国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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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6：中国 10年期债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各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小幅震荡回升情况，春节前后市场流动性明显偏松，短久期国

债收益率波动相对转小，中长端则受到波动变化较大。同期类国债 10 年期收益率下跌后出现

整体小幅回升，地方债受发行量增影响也出现回升。央行近期整体维持流动性仍较充裕，节后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大，跨月 OMO操作或有所增加。 

图 7：中国国债期限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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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8：中美国债利差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本周国债收益率陡峭化走势略有变化，短端利差波动分化较大，中长端国债收益率

尤其十年债则受到市场影响整体上移，结合目前流动性在合理充裕水平的情况，经济数据短期

难有显著改观，外部因素尚存不确定性，后续期限结构变动或延续。中债期限结构近期继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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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体继续偏陡峭化，同期美债期限结构则继续延续平坦化，尤其是美债中长端收益率维持

变化有限，对应来看二者利差变化在短端和中长端继续分化，中长端利差继续走扩，短端则继

续倒挂并延续了放大趋势。 

三、外汇情况 

图 9：人民币汇率（元） 

 

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10：人民币汇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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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外汇变化上看，上周五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夜盘收报 6.7153 元，较上一交易日夜盘收涨

45 个基点。全天成交量增加 11.93 亿美元至 342.39 亿美元。上周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齐涨，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 2月 22日报 94.85，刷新去年 7月 6日以来新高，按周涨 0.47；BIS货

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报 98.51，刷新去年 6 月 29 日以来新高，按周涨 0.52；SDR 货币篮子

人民币汇率指数报 95.17，刷新去年 7月 6日以来新高，按周涨 0.39。目前离岸人民币汇率上

行至 6.70 附近震荡，近期多重政策利好叠加预期转变对市场影响较明显，中美贸易谈判协议

延期，中国经济数据变化或好于市场预期，同时贸易顺差增加和外储持续小幅增加也有利汇率

回升。目前从人民币汇率指数变化情况来看，相对于一揽子货币来看继续升值。 

 

四、政经要闻 

1、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 2月 22日

下午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

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

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2、易会满赴上交所调研科创板准备工作：完善制度规则 确保改革成功落地 中国证监会

主席易会满近日表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聚焦发行上市审核、提升持续

监管能力、优化交易制度、严肃退市规则、完善风险应对预案、加强新闻舆论宣传等改

革重点工作，稳慎实施好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 
 

3、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进展 美国当地时间 2月 24日下午，第七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

将延后原定于 3月 1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分别就

2020年与 2035年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具体目标：到 2020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

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

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

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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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点评 

主要指数走势 
截止 2019/2/15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电投先融期货投资咨询部 

点评：上周 A 股大幅上涨。周五上证综指报 2804.23 点，涨 1.91%；深证成指报 8651.20

点，涨 2.36%；创业板指报 1456.30 点，涨 3.10%。成交额较前一个交易日微幅放大。股指继

续走高，个股全面上涨。内外政策及预期利好叠加，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继续回升有利市场，不

过行情幅度在短期大幅上涨后存不确定性略高，要注意市场波动节奏。继续关注在 2800 点上

方市场量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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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提供给中电投先融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融期货”）的特定客户及其

他专业人士。未经先融期货事先书面明文批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本报

告的材料、内容予任何其他人。如引用、转发，需注明其出处为先融期货，且不得对本报告进

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先融期货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也不保证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

但报告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作为我公司的建议。 

在任何情况下，先融期货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

者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均与本公司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