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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中央全面深化改⾰委员会第⼗次会议强调 加强改⾰系统集成协同

⾼效 推动各⽅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l 全国首笔中国-新加坡货币互换新元融资业务落地⼭东自贸区。 

l 银保监会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l 中国央⾏开展 12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到期 MLF 未续作。 

l 美联储：美国⼀年期通胀预期创历史新低。 

l 特朗普政府将支持“两房”私有化 “两房”股价暴涨超 40%。 

l 美国 50 州联⼿ ⾕歌面对反垄断新调查。 

l 美国财长努钦：2020 年将考虑更多的减税措施。 

l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11 月前有两个任务，“脱欧”关键事务再现多

项进展，英镑上蹿下跳。 

l 日本⼆季度 GDP 增速下调⾄ 1.3% 企业支出增速⼤幅下修。 

l 德国 7 月未季调贸易顺差 214 亿欧元，预期 174 亿欧元，前值 168

亿欧元。 

l 格奥尔基耶娃成为 IMF 下任总裁唯⼀提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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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A 股连升六日，上证指数涨 0.84%报 3024.74 点，深证成指涨 1.82%报 10001.93 点，创业板指涨 2.42%

报 1733.23 点；万得全 A 涨 1.38%。北向资⾦全天净流⼊ 27.85 亿元，已连续 8 日净流⼊，9 月已净流

⼊近 308 亿元。两市成交额超 7000 亿，较上⼀交易日有所放⼤。 

香港恒⽣指数冲⾼回落收盘跌 0.04%，报 26681.4 点。恒⽣国企指数跌 0.13%。⼤市成交缩⾄ 724

亿港元，前⼀交易日为 998.7 亿港元。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涨 0.19%，报 10801.14 点。 

美国三⼤股指收盘涨跌不⼀，道指涨约 40 点，纳指跌 0.2%。⾦融股和能源股领涨，花旗银⾏涨

逾 4%，雪佛龙涨近 1%。畅游涨近 50%，搜狐涨 6.7%，此前搜狐计划溢价私有化⼦公司畅游。截⾄

收盘，道指涨 0.14%报 26835.51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0.01%报 2978.43 点，纳指跌 0.19%报 8087.44 点。

道指录得 4 连涨。 

中央全面深化改⾰委员会第⼗次会议强调 加强改⾰系统集成协同⾼效 推动各⽅面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委员会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发展的意见》、《关

于推进贸易⾼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统筹监管⾦

融基础设施⼯作⽅案》、《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安中国建设的意见》、《绿⾊⽣活创建⾏动总体

⽅案》、《国有⾦融资本出资⼈职责暂⾏规定》等 11 份⽂件。会议强调，加强国有⾦融资本管理、

建立统⼀的出资⼈制度，要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市场化、审慎性原则，明确出资⼈与受托⼈职责，加

强⾦融机构国有资本管理与监督，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现代⾦融企业制度和国有⾦融资本管理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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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笔中国-新加坡货币互换新元融资业务落地⼭东自贸区 

借助中新货币互换协议，中⽅企业可以通过中国央⾏从新加坡央⾏直接获得低成本的新元贷款，

较传统贷款⼤幅降低了融资成本。 

银保监会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明确从严监管、穿透监管的原则，明确保险公司资⾦运用关联交易应符合的比例要求，重点监控

公司治理不健全机构的关联交易和⼤额资⾦运用⾏为，提出要加强关联交易内控体系，强化关联交易

外部监督，加强关联交易穿透监管。 

中国央⾏开展 12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到期 MLF 未续作 

9 月 17 日还将有⼀笔 2650 亿元 1 年期 MLF 到期，市场将持续关注央⾏会否续作并调降利率。 

美联储：美国⼀年期通胀预期创历史新低 

纽约联储 8 月调查显示，美国⼀年期通胀预期为 2.4%，创调查问世以来新低；三年期通胀预期创

两年多新低；美股⼀年内上涨可能性仅 38%，创将近三年新低。近期美联储⼆号和三号⼈物均指出美

国通胀偏低。 

特朗普政府将支持“两房”私有化 “两房”股价暴涨超 40% 

美国财政部长 Steven Mnuchin 周⼀表示，如果在 6 个月内没能获得国会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将会

采取⾏政措施，将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私有化。周⼀，“两

房”股价均暴涨超 40%。 

美国 50 州联⼿ ⾕歌面对反垄断新调查 

据德州检察长 Ken Paxton，50 名州检察长加⼊对⾕歌的⼴告反垄断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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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努钦：2020 年将考虑更多的减税措施 

尚未在放松资本利得税问题上做出任何坚决的决定；没有理由认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职位处于

危险的境地；预计将很快完成与日本的贸易协定；本周与数字化企业会面商讨法国提出的数字税问题，

将就数字税咨询⾏业意见。 

知名对冲基⾦⼤额建仓后要求变⾰ AT&T 创⼗年最⼤盘中涨幅 

著名激进投资对冲基⾦巨头 Elliott Management 建议 AT&T 彻底转变过去⼗年⼤举并购扩张的策

略，开始剥离非核⼼资产和削减成本，并预⾔到 2021 年底每股估值可达 60 美元。AT&T 盘中涨超 5%，

创⼗年最⼤涨幅，收创 18 个月最⾼。 

连续第 10 个月下滑！美国 8 月重卡销量同比暴跌 80% 

卡车运输占美国总运输吨位的 70%，重卡订单规模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表现的衡量指标之⼀。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11 月前有两个任务 

⼀是重建北爱尔兰政府，⼀是完成脱欧，英国没有也绝不会在爱尔兰边境设置检查，相信能在 10

月 18 日达成脱欧协议，强烈倾向于达成脱欧协议。 

英国“脱欧”关键事务再现多项进展，英镑上蹿下跳 

英国⼥王周⼀批准了旨在阻⽌该国 10 月 31 日⽆协议“脱欧”的法案，代表在法律层面排除了下个

月“硬脱欧”的可能。但英下议院议长透露即将辞职，英镑兑美元日内涨幅从 0.7%收窄⾄ 0.3%，短线

下跌逾 30 点，此前曾触及日⾼。 

日本⼆季度 GDP 增速下调⾄ 1.3% 企业支出增速⼤幅下修 

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季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投资萎缩。⼆季度，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环比增速从

1.5%下调到 0.2%，成为拖累 GDP 年化季环比增速下调 0.5 个百分点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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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7 月未季调贸易顺差 214 亿欧元，预期 174 亿欧元，前值 168 亿欧元 

德国 7 月季调后出⼝环比上升 0.7%，预期下降 0.5%。德国 7 月季调后进⼝环比下降 1.5%，预期

下降 0.3%。 

英国⾄ 7 月三个月 GDP 环比持平，预期下降 0.1%，前值下降 0.2% 

英国 7 月季调后贸易帐逆差 2.19 亿英镑，预期逆差 15 亿英镑，前值顺差 17.79 亿英镑。英国 7 月

⼯业产出同比减 0.9%，预期减 1.1%，前值减 0.6% 

格奥尔基耶娃成为 IMF 下任总裁唯⼀提名⼈选 

格奥尔基耶娃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自 2017 年 1 月以来任世⾏ CEO。自 70 多年前世⾏和 IMF

成立以来，美欧保持长期“默契”：世⾏⾏长由美国的提名⼈选担任，IMF 总裁由欧洲的提名⼈选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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