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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商务部：中企正开展美国农产品询价和采购 已成交相当规模的⼤

⾖和猪⾁。 

l 财政部修订⾦融企业财务规则：银⾏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 2 倍

应视为有隐藏利润倾向。 

l 央⾏在香港发⾏ 100 亿元央票 中标利率 2.89% 认购倍数 3.6。 

l 深圳启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 

l 外管局公布 8 月贸易数据。 

l 富时罗素公司：将在明年三月完成对中国 A 股的重新分类。 

l 美国⼆季度 GDP 增速放缓⾄ 2% 符合预期 商业投资⼤幅萎缩。 

l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l 航空补贴案欧盟落下风 媒体称 WTO 将授权美国加征 75 亿美元商

品关税。 

l 追随欧美央⾏宽松脚步，降息潮仍在持续。 

l 巴西央⾏：将 2019 年 GDP 增长预期从 0.8%上调⾄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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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上证指数跌 0.89%，报收 2929.09 点；深成指跌 2.13%，报收 9464.84 点；创业板指跌 2.92%，报收

1623.79 点。万得全 A 跌 1.71%，两市成交额 5381 亿元，较上⼀交易日稍有放⼤。北向资⾦逆势净流

⼊ 25 亿元，9 月⾄今净流⼊接近 650 亿元，创历史最⼤单月净流⼊额。 

港股恒指涨 0.37%，报 26041.93 点，险守 26000 点；国企指数涨 0.43%，报 10212.47 点；红筹指数

跌 0.08%，报 4155.92 点。全日⼤市成交 703.25 亿港元，前⼀交易日为 755.74 亿港元。中国台湾加权

指数收盘跌 0.02%，报 10871.99 点。 

美股小幅收跌，道指跌约 80 点。联合健康跌 3%，雪佛龙跌 2.7%，领跌道指。科技股普跌，苹果

跌 0.5%，Facebook 跌 1.5%。截⾄收盘，道指跌 0.3%报 26891.12 点，标普 500 跌 0.24%报 2977.62 点，

纳指跌 0.58%报 8030.66 点。美国⼆季度 GDP 增速终值符合预期。 

商务部：中企正开展美国农产品询价和采购 已成交相当规模的⼤⾖和猪⾁ 

商务部表示，中国对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很⼤，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阔。 

财政部修订⾦融企业财务规则：银⾏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 2 倍应视为有隐藏利润倾向 

《征求意见稿》指出，银⾏业⾦融机构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 2 倍以上，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

原成未分配利润进⾏分配；利润分配应兼顾各⽅权益，平衡企业发展和投资者回报。 

央⾏在香港发⾏ 100 亿元央票 中标利率 2.89% 认购倍数 3.6 

中国央⾏官⽹公布，9 月 26 日，中国⼈民银⾏在香港成功发⾏ 6 个月期⼈民币央⾏票据 100 亿元，

中标利率为 2.89%。去年 11 月以来，中国⼈民银⾏先后在香港发⾏了 11 期、1300 亿元⼈民币央⾏票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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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启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 

推动 85%以上国有资本集聚到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以⾦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

体两翼”领域；打造⼀批国有⼤型骨⼲企业，⼒争形成 1-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6-7 家资产规模超 1000

亿元、2 家市值超 1000 亿元的优势企业集团。 

外管局公布 8 月贸易数据 

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 16216 亿元，支出 15065 亿元，顺差 1151 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

⼊ 14873 亿元，支出 11867 亿元，顺差 3006 亿元；服务贸易收⼊ 1343 亿元，支出 3198 亿元，逆差 1855

亿元。 

富时罗素公司：将在明年三月完成对中国 A 股的重新分类 

阿根廷将维持在新兴市场分类中；将在明年三月完成对沙特的重新分类；中国和马来西亚仍在固

定收益观察名单中。 

美国⼆季度 GDP 增速放缓⾄ 2% 符合预期 商业投资⼤幅萎缩 

⼀季度增速达到 6.2%的美国国内私⼈投资总额在⼆季度⼤幅下滑 6.3%，拖累美国当季 GDP。美

国第⼆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终值升 2%，预期 2%，8 月公布的修正值为 2%；核⼼ PCE 物价指

数终值同比增 1.9%，此前修正值为增 1.5%。美国 8 月批发库存环比增 0.4%，预期增 0.1%，前值增 0.2%。

美国⾄ 9 月 21 日当周初请失业⾦⼈数为 21.3 万⼈，预期 21.2 万⼈。 

纽约联储隔夜回购操作接纳 501 亿美元证券，低于 1000 亿美元的上限 

14 天期回购操作接纳 600 亿美元证券，市场认购额达 728 亿美元。纽约联储维持 9 月 27 日 14 天

期回购操作的规模在 600 亿美元不变，维持隔夜回购操作的规模在 1000 亿美元不变。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即使忽略最坏的下⾏风险，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将从 2018 年的 3%降⾄ 2.3%；⼀些⼤型新

兴经济体已经陷⼊衰退，⽽⼀些发达经济体距离衰退仅⼀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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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补贴案欧盟落下风 媒体称 WTO 将授权美国加征 75 亿美元商品关税 

媒体称，WTO 料将下周公布裁决，授权美国，对约 75 亿美元年度贸易总值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

在这场持续⼗五年的美欧航空补贴争端中，虽然欧盟也向 WTO 起诉美国对波音提供非法补贴，但流

程比美国滞后六个月。 

菲律宾央⾏年内第三次降息 将关键利率下调⾄ 4% 

菲律宾 8 月通胀率为 1.7%，是近三年来最低。同时，菲律宾⼆季度经济增速 5.5%，是 2015 年⼀

季度以来最低。 

追随欧美央⾏宽松脚步 墨西哥央⾏连续第⼆次降息 

墨西哥央⾏降息 25 个基点⾄ 7.75%。在两周前美联储公布降息后，墨西哥央⾏是第六家随之降息

的央⾏，也是本周四⼀天之内第⼆家降息的央⾏。 

巴西央⾏：将 2019 年 GDP 增长预期从 0.8%上调⾄ 0.9% 

维持 2020 年 GDP 增长预测为 1.8%不变；预计今年通胀率为 3.3%，明年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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