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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两⼤国际指数从周⼀起正式扩容或纳⼊ A 股。 

l 中国银保监会公开征求意见，银⾏理财⼦公司净资本不得低于 5 亿

元。 

l “降息”了！新版 LPR 第⼆次报价出炉 ⼀年期品种下调 5 个基点。 

l 五部委：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作。 

l 国家能源局：国内原油产量到 2022 年恢复⾄ 2 亿吨“有保障”。 

l 美欧飞机补贴案恐再掀巨浪，WTO 最早 9 月 30 日宣判。 

l 美联储“异见者”布拉德：应该降息 50 个基点 美国制造业似乎正在

衰退。 

l 美联储进⼀步“输⾎”：将隔夜回购操作再持续三周。 

l 美国宣布对伊朗央⾏等实体实施制裁。 

l 印度宣布⼤幅削减企业税率 股市创 10 年来最⼤单日涨幅。 

l 推动收益率曲线陡峭化 日本央⾏再度减少 5-10 年期国债购买规

模，8 月 CPI 同比上涨 0.3% 核⼼通胀创两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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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标普道琼斯纳⼊ A 股、富时罗素扩容均将于 9 月 23 日开盘时正式⽣效。根据此前 MSCI 公布的

纳⼊计划来看，年内 11 月预计还将迎来⼀轮 MSCI 扩容计划落地。9 月 20 日，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沪

股通和深股通单日净流⼊规模达到了 148.62 亿元，为开通以来历史第⼆⾼。2019 年以来，北上资⾦净

流⼊规模已经达到了 1823.67 亿元，距离 2017 年全年 1997.38 亿元的净流⼊规模已经不远。 

标普 500 跌幅 0.49%，全周累跌 0.52%。道琼斯跌幅 0.59%，全周累跌 1.05%。纳斯达克跌幅 0.80%，

全周累跌 0.72%。在截⾄ 9 月 18 日的⼀周中，全球股票型基⾦吸引 192 亿美元资⾦净流⼊，创下 2018

年⼀季度末以来规模最⼤的单周资⾦净流⼊，其中美国股票型基⾦资⾦净流⼊额创下 26 周以来的⾼

位，新兴市场股票型基⾦结束了此前连续 21 周的资⾦净流出，转为“净吸⾦”。 

两⼤国际指数从周⼀起正式扩容或纳⼊ A 股 

富时罗素：或于 2020 年 9 月就 A 股纳⼊因⼦进⼀步提升征询意见。富时罗素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表示，目前全球投资者对 A 股还有诸多期待，计划推出更多 A 股在岸指数。 

中国银保监会公开征求意见，银⾏理财⼦公司净资本不得低于 5 亿元 

中国银保监会 20 日发布《商业银⾏理财⼦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试⾏）（征求意见稿）》。根

据管理办法，商业银⾏理财⼦公司净资本应当符合两个标准：⼀是不得低于 5 亿元⼈民币，且不得低

于净资产的 40%；⼆是不得低于风险资本，确保理财⼦公司保持⾜够的净资本⽔平。 

创业板改⾰⽅案正在加快研究，市场⼈⼠期待首发上市条件优化 

上证报近日获悉，相关部门正在加快研究完善创业板发⾏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市场⼈

⼠期待，优化首发上市条件，支持尚未盈利企业、红筹企业或特殊表决权企业上市，适度放宽创业板

再融资条件，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的⾼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资产在创业板重组上市等，能

够成为创业板改⾰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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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息”了！新版 LPR 第⼆次报价出炉 ⼀年期品种下调 5 个基点 

9 月 20 日，改⾰后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迎来第⼆次报价，利率呈现结构性下⾏格局。与

8 月下旬的第⼀次报价相比，本次 1 年期 LPR 利率下⾏幅度有所收窄。5 年期 LPR 报价⼀直持平。 

五部委：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作 

9 月 20 日财政部官⽹显示，财政部、⼈⼒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日前发布

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

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 2020 年底前完成；地⽅层面，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划

转⼯作。 

两部门：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鼓励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严格落实⼟地用途管制，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同时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国家能源局：国内原油产量到 2022 年恢复⾄ 2 亿吨“有保障” 

9 月 20 日，国新办就中华⼈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能源发展成就举⾏发布会。国家能源局长章建

华表示，这次沙特遭袭击不会影响中国的原油供应。对于进⼝原油和天然⽓，中国不会寄托于某个国

家或者某个地区。 

中国主权财富基⾦公布业绩！中投境外投资⼗年累计年化净收益率 6.07% 

9 月 20 日，中投公司发布了 2018 年年报。年报显示，过去⼗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累计年

化净收益率达到 6.07%，超出⼗年业绩目标约 45 个基点。中央汇⾦管理的国有⾦融资本为 4.3 万亿元

⼈民币，自成立以来，累计上缴利润与持股权益合计是国家投⼊资本⾦的 6.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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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飞机补贴案恐再掀巨浪，WTO 最早 9 月 30 日宣判 

第⼀财经获悉，WTO 将在 9 月 30 日召开争端解决机构例会，美国诉欧盟补贴空客案摆上议程，

且美⽅计划对此发表声明。欧盟贸易委员日前透露，美⽅将寻求对欧盟输美产品开征总价在 112 亿美

元左右的关税。 

美联储“异见者”布拉德：应该降息 50 个基点 美国制造业似乎正在衰退 

圣路易斯联储⾏长布拉德表示，由于美国经济出现放缓的迹象，他希望本月能降息 50 个基点。

他指出，美国制造业已经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目前积极降低政策利率，如果下⾏风

险没有实现，那么之后再上调政策利率。 

美联储⼆把⼿：将逐个会议决定政策 10 月讨论资产负债表规模 

克拉里达说，美国经济扩张已经进⼊第 11 个年头，有⼀些风险。此后历次联储会议将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未来决策会非常关注数据和经济前景的风险。他不认为美国会考虑负利率。不要太笃定本

次降息是今年最后⼀次。 

美联储进⼀步“输⾎”：将隔夜回购操作再持续三周 

纽约联储将继续回购操作直⾄ 10 月 10 日，每日为⾦融系统带来⾄少 750 亿美元，还将进⾏三次

为期 14 天的操作，每次⾄少提供 300 亿美元。在本周初货币市场短期利率飙涨后，美联储自⾦融危

机以来首次⾏动，从周⼆到周四累计回购逾 2700 亿美元证券。 

美国宣布对伊朗央⾏等实体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 20 日称，新制裁是对沙特⽯油设施遭袭事件的回应。美财长称，美⽅⾄此已切断伊朗

所有的资⾦来源。特朗普说，美国可以轻易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他目前在伊朗问题上表现了“极

⼤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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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宣布⼤幅削减企业税率 股市创 10 年来最⼤单日涨幅 

印度股汇双双上涨、国债价格⾛低。减税提振市场风险情绪，但也令市场担忧印度能否实现财政

赤字目标。 

推动收益率曲线陡峭化 日本央⾏再度减少 5-10 年期国债购买规模 

周四议息会议上按兵不动之后，本周五日本央⾏宣布减少国债购买规模，传递出其旨在推动收益

率曲线陡峭化的讯息。日本央⾏分别削减了 5-10 年期、10-25 年期、25-40 年期国债购买规模。分析认

为，在昨日⿊田东彦对收益率曲线评论后进⾏该操作，给市场留下了强烈的影响，即日本央⾏准备好

⾏动了。 

日本 8 月 CPI 同比上涨 0.3% 核⼼通胀创两年新低 

日本 8 月剔除⽣鲜食品的核⼼ CPI 同比回落⾄ 0.5%，虽然符合预期，但创下 2017 年 7 月以来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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