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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及金融期货要点 

l 进⼀步扩⼤⾦融业对外开放！国务院修改外资银⾏和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 

l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l 外交部：中美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致的。 

l 今年中国企业买了多少美国农产品？外交部说了 5 个数据。 

l 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效。 

l 中国 9 月⾦融数据亮眼：新增⼈民币贷款、社融增量、M2 增速全

部超预期。 

l 中国 9 月 CPI 同比上涨 3% 猪⾁环比涨幅回落 鲜菜价格下降。 

l 中国央⾏定向降准周⼆首次实施 10 月资⾦面或先松后紧。 

l 富时罗素：将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发布纳 A 第⼀阶段第三批次的初

步结果。 

l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3% 为⼗年最低。 

l 媒体称欧盟与英国接近达成协议草案 英镑、欧股跳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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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市场概述 

上证指数失守 3000 点，收跌 0.56%，报 2991.05 点，⽌步五连升；深成指跌 1.17%；创指跌 1.10%。

两市成交额 4591 亿元，较前⼀交易日缩小近 800 亿。白酒股逆势上扬，贵州茅台涨近 3%股价站上 1200

元，续创历史新⾼，总市值突破 1.5 万亿。 

恒指收盘微跌 0.07%报 26503.93 点，结束三日连涨，国企指数跌 0.07%，红筹指数跌 0.48%。全日

⼤市成交 756.82 亿港元，前⼀交易日为 903.47 亿港元。新股德视佳涨近 47%，成交 12.49 亿港元，总

市值近 35 亿港元。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涨 0.41%，报 11111.80 点。 

美国三⼤股指集体收涨，道指涨超 230 点，纳指和标普 500 指数涨超 1%。联合健康涨 8.15%，摩

根⼤通涨 3%，两者财报远超预期。⾕歌涨超 2%，此前发布⼀系列新品。截⾄收盘，道指涨 0.89%报

27024.8 点，标普 500 涨 1%报 2995.68 点，纳指涨 1.24%报 8148.71 点。道指重新站上 27000 点整数关

⼝。美股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股指⾛⾼。 

进⼀步扩⼤⾦融业对外开放！国务院修改外资银⾏和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外国银⾏可以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外

商独资银⾏和外国银⾏分⾏。外国银⾏分⾏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 50 万元⼈民币的定期

存款。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法建交 55 周年。双⽅政治互信不断巩固，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取

得新成绩，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更加有效。中⽅积极支持法⽅举办第⼆届巴黎和平论坛。欢迎法

⽅作为主宾国参加即将举⾏的第⼆届中国国际进⼝博览会。 

外交部：中美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致的 

外交部发⾔⼈耿爽回应，美⽅说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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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企业买了多少美国农产品？外交部说了 5 个数据 

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 2000 万吨、

猪⾁ 70 万吨、⾼粱 70 万吨、小麦 23 万吨、棉花 32 万吨。中⽅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效 

升级协定书于本月 16 日⽣效，对原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贸

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 6 个领域升级，新增了电⼦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等 3 个领域。 

中国 9 月⾦融数据亮眼：新增⼈民币贷款、社融增量、M2 增速全部超预期 

中国 9 月新增信贷 1.69 万亿，社融增量 2.27 万亿，M2 货币供应同比 8.4%。前三季度，社融规模

增量累计达 18.7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28 万亿元。中国 9 月 CPI 同比上涨 3%，创 2013 年 11 月以

来最⼤涨幅，预期 2.8%，前值 2.8%；9 月 PPI 同比下降 1.2%，创 2016 年 7 月以来最⼤降幅，预期降

1.3%，前值降 0.8%。中国 9 月 M2 同比增 8.4%，预期和前值均为 8.2%。9 月新增⼈民币贷款 1.69 万

亿元，预期增 1.42 万亿元，前值增 1.21 万亿元。9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27 万亿元，预期 1.8 万

亿元，前值 1.98 万亿元，9 月起将“交易所企业 ABS”纳⼊社融“企业债券”指标。 

中国 9 月 CPI 同比上涨 3% 猪⾁环比涨幅回落 鲜菜价格下降 

猪⾁价格同比上涨 69.3%，涨幅扩⼤ 22.6 个百分点；环比来看，猪⾁供应偏紧，价格继续上涨 19.7%，

但涨幅比上月回落 3.4 个百分点。 

中国央⾏定向降准周⼆首次实施 10 月资⾦面或先松后紧 

周⼆，央⾏组合降准中定向降准第⼀次实施落地。9 月初，央⾏宣布，于 9 月 16 日全面下调⾦融

机构存款准备⾦率 0.5 个百分点，此外，再额外对仅在省级⾏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定向下调

存款准备⾦率 1 个百分点，于 10 月 15 日和 11 月 15 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 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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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时罗素：将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发布纳 A 第⼀阶段第三批次的初步结果 

按流程，初步结果确定之后，富时罗素还将根据市场情况来修正初步结果，最终纳⼊名单要到指

数⽣效日才能确定。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3% 为⼗年最低 

IMF 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3%，为⾦融危机来最低，此前预

期 3.2%；下调明年预期 0.1 个百分点⾄ 3.4%，新兴市场成为明年增长主⼒。IMF 警告全球经济面临

下⾏风险，呼吁央⾏采取有⼒政策支持。 

媒体称欧盟与英国接近达成协议草案 英镑、欧股跳涨 

本周是决定英国“脱欧”进展的关键时段，周⼆传来欧盟与英国接近达成协议草案的消息，英镑兑

美元、欧元和日元全线涨超 1%，日内涨逾百点；英债收益率飙升，欧股集体⼤涨，泛欧 Stoxx 600 指

数创 16 个月收盘新⾼，但谨慎情绪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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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