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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央妈“补⽔”超 10000 亿元！国庆节前接连放⼤招，这个操作重出江

湖，有何深意。 

l 民政部：扩⼤供给 促进消费 有效满⾜老年⼈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

务需求。 

l 空缺⼀年，农⾏迎来新⾏长！进出⼝银⾏⾏长张青松接棒。 

l 上交所表示：2019 年将建立健全科创板和注册制业务规则体系，

将推动国开债 ETF 等产品正式挂牌上市。 

l 美 9 月 Markit 服务业就业九年首次萎缩 美债收益率创两周新低。 

l 欧元区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5.6，创 2012 年 10 月以来最低。 

l 德国制造业 PMI 创 2009 年以来最差表现 欧洲股市⼤跌超 1%。 

l 德拉吉：欧元区经济面临“长期跌势” 有必要重启货币宽松。 

l 美联储三号⼈物：联储上周⾏动迅速 隔夜贷款危机暂时解决。 

l 英国首相约翰逊：脱欧已经取得极⼤进展，但很明显分歧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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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上证指数收跌 0.98%，报收 2977.08 点；深成指跌 1.01%，报收 9781.14 点；创业板指跌 1.22%，

报收 1684.32 点。万得全 A 跌 0.99%，两市成交额 5080 亿元，较上⼀交易日有所缩小。北向资⾦

净流出 15.31 亿元，结束连续三日净流⼊。贵州茅台、中国平安、伊利股份分别遭净卖出 3.51 亿元、

2.94 亿元、2.73 亿元。平安银⾏再获净买⼊ 4.42 亿元，连续 7 日获净买⼊，9 月已累计净买⼊ 36 

亿元。五粮液、格⼒电器分别获净买⼊ 1.55 亿元、1.22 亿元。 

香港恒⽣指数⾼开低⾛，收跌 0.81% 报 26222.4 点，连跌 6 日，国企指数跌 0.85%，红筹指数

跌 1.02%。全日⼤市成交 652.88 亿港元，前⼀交易日为 943.84 亿港元。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跌 

0.10%，报 10919.02 点。 

美国三⼤股指收盘涨跌不⼀，道指微涨 0.06%，纳指和标普 500 指数微跌。耐克、麦当劳均涨超 

1%，领涨道指。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涨 0.45%，奈飞跌 1.8%。截⾄收盘，道指涨 0.06% 报 26949.99 

点，标普 500 跌 0.01% 报 2991.78 点，纳指跌 0.06% 报 8112.46 点。欧元区最新经济数据黯淡，

加重了市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央妈“补⽔”超 10000 亿元！国庆节前接连放⼤招，这个操作重出江湖，有何深意  

14 天逆回购近⼏日“重出江湖”，央妈的意图也很明显。23 日，央⾏连续第 3 个交易日开展 14 天

逆回购操作，当日净投放 1000 亿元，为季末资⾦面保驾护航。 

民政部：扩⼤供给 促进消费 有效满⾜老年⼈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民政部提出，要实施“养老服务+⾏业”⾏动，支持新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集成应用与推⼴，

打造“互联⽹+养老”服务新模式，激发老年用品消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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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利好！多部门联合印发《癌症防治实施⽅案》，疫苗接种、抗癌药加速审批被重点提及 

数据显示，按销售额计算，中国肿瘤药物市场从 2013 年的 162 亿美元增⾄ 2018 年的 234 亿美元，

预计 2030 年将达到 607 亿美元。 

空缺⼀年，农⾏迎来新⾏长！进出⼝银⾏⾏长张青松接棒 

据中证报，中国进出⼝银⾏⾏长张青松担任农⾏党委副书记，经相关程序后将出任⾏长⼀职。面

对复杂多变的经济⾦融环境，如何带领农⾏继续推进“净表计划”、并保持稳中有进的业务经营态势等，

都是张青松即将面临的挑战。 

上交所表示：2019 年将建立健全科创板和注册制业务规则体系 

以关键制度创新为突破⼝推动发⾏、交易、并购、退市、监管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继续从

严整治市场乱象，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盘活存量、提质增效，促进退市法治化常态化。 

上交所：2019 年将推动国开债 ETF 等产品正式挂牌上市 

研发对接科创板的创新公募基⾦等新产品，落实基⾦做市商机制；丰富股票期权品种，⼒争新增

沪深 300ETF 期权尽快上线。 

美 9 月 Markit 服务业就业九年来首次萎缩 美债收益率创两周新低 

美国 9 月 Markit 综合 PMI 初值 51，脱离三个月新低。其中制造业 PMI 初值 51，从三年半低位

小幅回涨，但占美国经济比重更⼤的服务业继续疲软，服务业 PMI 就业分项指数初值降⾄ 49.1，是

2010 年 2 月来首次跌破 50。美债和现货⾦价涨。 

美联储三号⼈物：联储上周⾏动迅速 隔夜贷款危机暂时解决 

纽约联储主席称，上周⼆回购利率⼀度飙涨到 10%，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在 9 月最后⼀天，资

本市场可能还会进⼀步动荡，美联储将继续监控⾦融体系中增加准备⾦的必要性。本周⼀纽约联储回

购操作的规模自启动回购以来首次低于计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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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约翰逊：脱欧已经取得极⼤进展，但很明显分歧仍然存在 

对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持谨慎乐观态度；担保协议防⽌英国在⼯业标准上出现分歧，或希望以不

同的⽅式进⾏监管。 

德国制造业 PMI 创 2009 年以来最差表现 欧洲股市⼤跌超 1% 

欧元区制造业下⾏趋势正向服务业蔓延，欧洲央⾏近期⼀揽⼦刺激计划的压⼒增加。欧元兑美元

⼀度⾛低约 50 个点。 

德国法国公布 9 月经济数据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1.4，预期 44.4，前值 43.5；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2.5，预期 54.3，前

值 54.8；综合 PMI 初值为 49.1，预期 51.5，前值 51.7。法国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0.3，预期 

51.2，前值 51.1；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1.6，预期 53.2，前值 53.4；综合 PMI 初值为 51.3，预期 52.7，

前值 52.9。 

德拉吉：欧元区经济面临“长期跌势” 有必要重启货币宽松 

欧洲央⾏⾏长德拉吉参加任内最后⼀次欧洲议会听证时表示，欧元区前景令⼈担忧，近期数据和

前瞻指标没有展示经济反弹的可靠迹象，制造业疲软波及经济其他领域的风险更⼤，货币宽松“⾄关

重要”。欧元跌，欧股创⼀个月来最⼤单日跌幅，银⾏板块领跌。 

⼗年来最⼤跌幅！本月以来韩国出⼝下滑逾 20% 

半导体产品出⼝同比减少 39.8%。分析指出，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韩国芯片销售是否得到改善。 

欧元区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5.6，创 2012 年 10 月以来最低 

预期 47.3，前值 47.0；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2.0，预期 53.3，前值 53.5；综合 PMI 初值为 50.4，

预期 51.9，前值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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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律声明】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会批文号：证监许可

[2011]1453)。 

报告所引用信息和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和合法渠道，中粮期货分析师力求报告内容和引用资料和数据的客观与公

正，但不对所引用资料和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报告中的任何观点与建议仅代表报告当日对市场的判断，仅供阅读者参考。阅读者根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及其所

引致的任何后果，概与本公司及分析师无关。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

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为非公开资料，仅供本公司咨询业务的客户使用。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传送、发布、复制本报告。本公司保留对任何侵权行为和有悖报告原意的引用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未经授权的转

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