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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精准施策加⼤⼒度做好“六稳”⼯作等。 

l ⼒促⽣猪⽣产、保障市场供应！两部委推出六⼤措施。 

l 中国 8 月财新服务业 PMI 升⾄ 52.1 创三个月新⾼。 

l 中国债市“纳指”新进展：中国政府债将纳⼊摩根⼤通旗舰指数。 

l 美国 7 月贸易逆差 540 亿美元 收窄程度不及预期 对欧盟贸易逆差

创纪录。 

l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负利率是迟早的事。 

l 美联储褐皮书：美国经济状况温和 农业、制造业表现不佳。 

l 欧元区公布 PMI 数据。 

l 欧盟称英国脱欧可能是“重⼤灾难” 呼吁备好紧急资⾦。 

l 英国首相脱欧遭受三连挫，提议 10 月 15 日提前举⾏⼤选被否。 

l 澳⼤利亚⼆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4% 创⾦融危机以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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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A 股尾盘发⼒，上证指数收盘涨 0.93%报 2957.41 点，连升三日；深证成指涨 0.69%；创业板指涨

0.54%。两市成交额超 6000 亿元，创两个月新⾼。地产股尾盘快速上攻，深圳本地股再度异动，有⾊

⾦属表现抢眼。北向资⾦连续 5 日净流⼊，当日净买⼊招商银⾏、格⼒电器、中国平安均超 3 亿元，

五粮液再遭净卖出超 4 亿元。 

恒指放量收涨 3.9%，报 26523.23 点，日内涨约千点，创去年 11 月 2 日以来最⼤单日涨幅。香港

本地地产股自低位⼤幅反弹，零售股亦造好。重磅蓝筹股普涨，腾讯涨 3.7%。⼤市成交⼤幅升⾄ 1163.8

亿港元，前⼀交易日为 638.2 亿元。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涨 0.94%，报 10657.31 点。 

美国三⼤股指集体收涨，道指涨逾 230 点。英特尔涨超 4%，领涨道指。科技股普涨，苹果涨 1.7%，

Facebook 涨 2.6%。截⾄收盘，道指涨 0.91%报 26355.47 点，标普 500 涨 1.08%报 2937.78 点，纳指涨

1.3%报 7976.88 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精准施策加⼤⼒度做好“六稳”⼯作等 

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平的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具；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

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并扩⼤使用范围。 

⼒促⽣猪⽣产、保障市场供应！两部委推出六⼤措施 

财政部与农业部提出，加快扑杀⽣猪补助发放，将猪场流动资⾦贷款贴息政策延长⾄ 2020 年底，

加⼤⽣猪调出⼤县的奖励⼒度等。 

中国 8 月财新服务业 PMI 升⾄ 52.1 创三个月新⾼ 

8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2.1，创三个月新⾼，预期 51.7，前值 51.6。8 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为 51.6，为 5 月以来最⾼。钟正⽣表示，8 月中国经济呈现出较明显的修复迹象，尤其就业情况⼤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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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显示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渐显。8 月中国经济呈现出较明显的修复迹象，尤其就业情况⼤幅好

转，表明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效果渐显。 

中国香港 8 月日经 PMI 跌⾄ 40.8，为逾 10 年半新低，且为连续 17 个月收缩 

前值为 43.8。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宣布，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成信贷担保产品”下推出

新纾缓措施，借款企业可向参与计划的贷款机构申请延迟偿还本⾦最多六个月，期满后有需要可申请

续期，合共以 12 个月为上限，期内只需支付利息，⽽贷款担保期亦可相应顺延，但不能超出七年的

最长担保期。 

港股爆发！恒指 15 分钟内涨逾 600 点，盘中飙升近 4%，本地蓝筹地产领涨 

恒指⼀度涨近 4%，15 分钟内涨逾 600 点。恒⽣地产指数⼤涨 5.7%，创四年来最⼤盘中涨幅。 

中国债市“纳指”新进展：中国政府债将纳⼊摩根⼤通旗舰指数 

摩根⼤通 4 日宣布，以⼈民币计价的⾼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将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被纳⼊摩根

⼤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Government Bond Index-Emerging Markets，简称 GBI-EM），

纳⼊⼯作将在 10 个月内分步完成。中国政府债券将在完全纳⼊后，达到该指数 10%的权重上限，规

模约 200 亿美元。 

美国 7 月贸易逆差 540 亿美元 收窄程度不及预期 对欧盟贸易逆差创纪录 

美国 7 月商品和服务出⼝环比增长 0.6%，主要是消费品以及汽车出⼝增加，但⼯业品、原材料和

原油出⼝有所减少。 

美联储“三号⼈物”：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持经济处于正轨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称，美国经济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商业情绪低迷和制造业数据疲软。

他的首要目标是“采取适当⾏动”维持经济处于正轨，并实现 2%的通胀目标，与联储主席鲍威尔观点

⼀致。市场预期两周后宣布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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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负利率是迟早的事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用不了多久，负利率就会蔓延⾄美国。他表示：“你在世界各地都能

看到这种情况。它在美国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他指出，投资者应该关注 30 年期美债。 

美联储褐皮书：美国经济状况温和 农业、制造业表现不佳 

美联储发布的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在 7 月和 8 月的⼤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温和态势，不

过制造业有所下滑，农业表现疲软。⽽各个辖区对消费者支出的报告参差不齐。 

拉加德强调宽松立场 但欧元居然涨了 

欧元升破 1.10 关⼝，此前拉加德认为，目前欧元区通胀太低，有必要长期实⾏⾼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不过也要注意宽松⼯具的负面副作用。 

欧元区公布 PMI 数据 

欧元区 8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3.5，预期 53.4，初值 53.4；综合 PMI 终值为 51.9，预期 51.8，初

值 51.8。英国 8 月服务业 PMI 为 50.6，前值为 51.4；综合 PMI 为 50.2，前值为 50.7。德国 8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4.8，前值为 54.4。法国 8 月服务业 PMI 终值为 53.4，初值为 53.3；综合 PMI 终值为 52.9，

初值为 52.7。 

欧盟称英国脱欧可能是“重⼤灾难” 呼吁备好紧急资⾦ 

欧盟的⼀份⽂件表示，如果英国在 10 月 31 日⽆协议脱欧，将会对贸易模式、发展和就业等造成

巨⼤影响。 

英国首相脱欧遭受三连挫，提议 10 月 15 日提前举⾏⼤选被否 

英国首相 Johnson 提议 10 月 15 日提前举⾏⼤选，遭英国议会拒绝；此前他称只要他仍担任首相，

国家⽆论如何都会在 10 月 31 日离开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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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整体下滑 57%！日本车在韩销量继续暴跌 

具体品牌⽽⾔，丰田汽车 8 月在韩销量同比下降 59.1%，本田公司销量下降 80.9%，日产公司销量

则下滑 87.4%。 

澳⼤利亚⼆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4% 创⾦融危机以来最低 

⼆季度净出⼝为澳⼤利亚贡献了 0.6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速，澳⼤利亚统计局经济学家称，当季经

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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