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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次排除

清单。 

l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步保障好基本民⽣。 

l 外交部回应 " 中⽅有意等 2020 年美国⼤选后再达成协议 "。 

l 中国 8 月新增⼈民币贷款 1.21 万亿 社融增量升⾄ 1.98 万亿。 

l 易会满⼈民日报撰⽂：努⼒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有韧性的资本

市场。 

l 超级联姻计划！港交所向伦交所提出合并建议。 

l 美国 8 月 PPI 环比意外录得正增长 但制造业下⾏风险仍存。 

l 特朗普首提让美国公债再融资 斥美联储为“笨蛋”呼吁零利率。 

l 油价短线跳⽔跌 3% 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 

l 欧佩克 8 月没减产？原油需求增速继续遭下调。 

l 日韩贸易摩擦持续 韩国将就日本限贸向 WTO 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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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上证指数跌 0.41%，报 3008 点；深成指跌 1.12%，报 9853 点；创业板指跌 1.26%，报 1703 点。

万得全 A 跌 0.67%。两市成交额 6428 亿，较上日有所缩减。北向资⾦全天净流⼊ 24.32 亿元，已

连续 10 日净流⼊，本月 8 个交易日累计净流⼊达 356 亿元。 

恒指收涨 1.78% 报 27159.06 点，刷新 8 月 2 日以来⾼位。国企指数涨 1.55%，报 10565.01 点；

红筹指数涨 0.87%，报 4279.38 点。⼤市成交 894.8 亿港元。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涨 0.34%，报 

10790.35 点。 

美国三⼤股指集体收⾼，道指涨逾 220 点。纳指涨逾 1%。波音涨 3.6%，领涨道指。科技股普

涨，苹果涨 3.2%，市值重返万亿美元；特斯拉涨近 5%。拼多多涨逾 5%，股价再创历史新⾼。截⽌

收盘，道指涨 0.85% 报 27137.04 点，标普 500 涨 0.72% 报 3000.93 点，纳指涨 1.06% 报 8169.68 

点。道指连续第 6 个交易日上涨，重返 27000 点关⼝，距其历史最⾼收盘纪录差距不到 1%。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次排除清单 

对第⼀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次排除部分商品，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实施。其中清单⼀所

列商品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步保障好基本民⽣ 

会议要求抓紧落实猪⾁保供稳价措施，纠正不合理禁养限养规定，做好今冬明春⾁蛋菜、天然⽓

等市场供应。 

外交部回应 " 中⽅有意等 2020 年美国⼤选后再达成协议 " 

中⽅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做法是始终如⼀的。希望通过平等、相互尊重的磋商，达

成双⽅都能接受的、互利共赢的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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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8 月新增⼈民币贷款 1.21 万亿 社融增量升⾄ 1.98 万亿 

中国 8 月 M2 同比增 8.2%，预期 8.1%，前值 8.1%；新增⼈民币贷款 1.21 万亿元，预期 1.157 

万亿元，前值 1.06 万亿元，同比少增 665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98 万亿元，前值 1.01 万亿元；

8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16.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社融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多 376 亿元；

M2 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 

易会满⼈民日报撰⽂：努⼒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易会满称，要抓住这次科创板改⾰的有利契机，增加资本市场司法供给，推动有关⽅面加快修法

修规进度，修改《证券法》《刑法》，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完善民事损害赔偿责

任制度，显著提升违法违规成本。 

超级联姻计划！港交所向伦交所提出合并建议 

根据该建议交易条款，伦交所估值为 296 亿英镑，较 9 月 10 日收盘价溢价 22.9%。港交所收购伦

交所是 " 伦港世纪联姻 "，两者若能成功结合，将创造合计市值有望超过 700 亿美元的交易所集团。

港交所主席史美伦表示，继与伦交所进⾏初步讨论后，期待与伦交所董事会商讨细节。 

美国 8 月 PPI 环比意外录得正增长 但制造业下⾏风险仍存 

美国 8 月 PPI 上涨，主要归功于服务价格上⾏抵消了⼤部分商品价格的下滑。 

特朗普首提让美国公债再融资 斥美联储为“笨蛋”呼吁零利率 

美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让联邦政府债务再融资的先例。本周三特朗普称，美联储应该让利率⽔平

降⾄零，甚⾄更低，然后我们就该开始对债务进⾏再融资。美国应该永远都支付最低的利率。只有幼

稚的美联储不让我们做其他国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我们正在错失⼀辈⼦才有⼀次的机会，都是因为这

帮“笨蛋”。 

 

 



日报 

	  免责声明 
本报告信息全部来源于公开性资料，本报告观点可能会与相应公司的投资发展策略或相关商品价格趋势产生分歧，本报告不对所涉及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作任何保证。因此本报告仅可视为经济及金融信息参考但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且不为任何投资行为负责。	 4 

油价短线跳⽔跌 3% 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 

消息称，本周特朗普讨论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来重新开启谈判，直接导致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离职。由于担⼼放松制裁后⽯油供给增加，油价跌幅迅速扩⼤。WTI 和布伦特均跌 3%，日内分别跌

破 58-56 美元和 63-61 美元的整数位。 

欧佩克 8 月没减产？原油需求增速继续遭下调 

欧佩克公布了月度原油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欧佩克 8 月原油产量增加 13.6 万桶/日⾄ 2974 万桶

/日。欧佩克对原油需求持悲观态度，表示因今年上半年全球需求数据不及预期，以及预计在今年剩

余时间内经济增速预期将放缓，故下调 2019 全球原油需求增速。 

日韩贸易摩擦持续 韩国将就日本限贸向 WTO 申诉 

韩国表示，将正式要求举⾏双边磋商，要求日⽅尽早撤销对韩出⼝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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