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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l 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l 央⾏⾏长易纲就⼈民币汇率表式，⼈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驱动和决

定的。 

l 6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1.6，为五个月以来最低，预期 52，前

值 52。 

l 商务部：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26124.6 亿元，知识密集

型服务表现抢眼。 

l 央⾏市场司：要通过贷款利率两轨并⼀轨，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 

l 银保监会：银⾏业集中度持续优化并处于合理⽔平。 

l 韩国宣布，计划未来 7 年投资约 7.8 万亿韩元（约合 64.8 亿美元）

进⾏研发。 

l 日本和美国同意到 9 月时达成⼀项⼴泛的双边贸易协议。 

l 英国首相发⾔⼈称，政府正⼤⼒促进为⽆协议脱欧作准备。 

l 美国 7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为 53.7，刷新 2016 年 8 月以来最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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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上证指数收跌 1.62%报 2821.5 点，创 2 月 22 日以来新低，深证成指跌 1.66%失守 9000 点，创业板

指跌 1.63%报 1531.37 点；两市成交 4162 亿元。科创板仍全线收涨，黄⾦股全线爆发，民航、地产、

⾦融板块亦全线⾛低。北向资⾦净流出 34.64 亿元，近 4 个交易日净流出近 120 亿元；中国平安、美

的集团、伊利股份分别遭净卖出 5.16 亿元、3.27 亿元、3.08 亿元，五粮液获净买⼊ 2.85 亿元。 

恒指收跌 2.85%报 26151.32 点，创 1 月以来新低，国企指数跌 2.58%，红筹指数跌 2.46%。全日⼤

市成交 994.78 亿港元。地产股、消费股、科技股跌幅居前，黄⾦股逆势上涨。南⽅能源跌超 51%，复

牌两日累计跌近 95%。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跌 1.19%，报 10423.41 点，创 6 月 10 日以来新低。 

美股收盘遭重挫，道指收跌逾 760 点，纳指跌 3.5%。科技股领跌，苹果跌超 5%，Facebook 跌近

4%，⾕歌、亚马逊跌超 3%。中概股搜狐跌近 27%，搜狗跌超 12%，因⼆季度财报不及预期。截⾄收

盘，道指跌 2.9%报 25717.74 点，标普 500 跌 2.98%报 2844.74 点，纳指跌 3.47%报 7726.04 点。三⼤股

指均创年内最⼤单日跌幅。 

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日前美⽅宣称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阪会晤共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 8 月 3 日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加征关税，中国相关企业

已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中⽅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进⼝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光明，但希

望美⽅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阪会晤达成的共识，⾔⽽有信，落实承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

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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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8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声明引述⼀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指，中

国长期透过持续及⼤规模⼲预外汇市场，推动⼈民币价值低估，又指中国近日采取实质措施让货币贬

值，认为有关做法目的是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取得不公平优势。 

央⾏⾏长易纲就⼈民币汇率发表谈话称，⼈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驱动和决定的 

中国会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也不会将汇率作

为⼯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虽然近期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

我对⼈民币继续作为强势货币充满信⼼。 

央⾏表示，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民币对美元汇率突

破 7 元 

但⼈民币对⼀篮⼦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7”更像⽔库

的⽔位，丰⽔期的时候⾼⼀些，到了枯⽔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央⾏有经验、

有信⼼、有能⼒保持⼈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平上基本稳定。 

6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1.6，为五个月以来最低，预期 52，前值 52 

7 月中国经济呈现出阶段性的修复和改善，这与⼤规模减税降费、货币政策持续发⼒、以及政府

对基建投资的蓄⼒有关。目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失速下滑的境地，经济减速是波动、可控的过程。 

商务部：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26124.6 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表现抢眼 

⾼附加值、⾼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快速发展，进出⼝额达 8923.9 亿元，增长 9.4%，

⾼于服务进出⼝整体增速 6.8 个百分点。 

央⾏副⾏长陈雨露表示，央⾏将积极推动⾦融支持国家重⼤区域发展战略 

将逐渐扩⼤普惠⾦融的试点范围；下⼀步会审慎评估相关⾦融产品的功能、适用程度，进⼀步推

动粤港澳⼤湾区的⾦融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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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市场司：要通过贷款利率两轨并⼀轨，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 

推动更多⾦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和贷款实际利率下⾏。 

银保监会：银⾏业集中度持续优化并处于合理⽔平 

⼯商银⾏、农业银⾏、中国银⾏、建设银⾏、交通银⾏五家⼤型银⾏资产占银⾏业比例 37%，多

元化银⾏业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韩国宣布，计划未来 7 年投资约 7.8 万亿韩元（约合 64.8 亿美元）进⾏研发 

以促进⾼科技材料和设备的国产化，减少对日本进⼝产品的依赖。韩国政府将在半导体、汽车和

基础化学等六⼤领域选定 100 种关键战略产品，通过多重措施保障其稳定供应。 

日本和美国同意到 9 月时达成⼀项⼴泛的双边贸易协议 

寻求化解双⽅在⽜⾁和汽车关税⽅面的分歧。 

英国首相发⾔⼈称，政府正⼤⼒促进为⽆协议脱欧作准备 

首要目标是确保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预计未来数周双⽅将就⽆协议问题进⾏沟通。英国首相约

翰逊承诺为国民健康服务（NHS）额外拨款 18 亿英镑。 

美国 7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为 53.7，刷新 2016 年 8 月以来最低⽔平 

预期为 55.5，前值为 55.1。美国 7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3，预期为 52.2，初值为 52.2。 

欧元区 7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3.2，初值为 53.3 

综合 PMI 终值为 51.5，初值为 51.5。德国 7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4.5，初值为 55.4。英国 7 月服

务业 PMI 为 51.4，前值为 50.2。法国 7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2.6，初值为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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