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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宏观信息 

12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预览值为 50.5 创三个月低点 

中国 12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降至 50.5，为今年 9月以来(三个月)的低位。

数据显示，中国 12月汇丰制造业 PMI预览值为 50.5，为三个月低位，前值 50.8；分项数据显示，

中国 12月汇丰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初值微升至 51.8，为九个月来高点。上月终值为 51.7。 

 

中国 11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366 亿美元创 8 个月来新高 

国家外汇管理局 12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366 亿美元，创下 8 个月以

来的最高值。这一定程度显示，外汇资金流入压力加大的趋势持续。 

 

银行间回购利率小幅上涨跨月跨节资金需求较大 

周一银行间主要回购利率小幅上涨，资金面表现平稳，跨月和跨节资金需求仍较大，市场整体供

需较为平衡。目前 1个月期跨年底的资金借入需求较大，隔夜和 7天的供需比较均衡。央行中性

偏紧的基调依旧，整体来看货币市场呈现短期宽松长期紧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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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宏观信息 

美国 11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1.1%，创一年来最大增幅 

美国 11月工业产出月率+1.1%，预期+0.6%，创下一年来最大增幅。11月工业产出数据超预期，

主要由于天气较往年寒冷，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需求强劲，公用事业产出环比上涨 3.9%。11 月

制造业产出月率+0.6%，预期+0.4%，为连续第四个月上涨。经济学家表示，11 月工业产出数据

非常强劲，各部门产出的增长反映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动增强，为美联储缩减 QE提供了条件。 

美国 11月 PPI月率-0.1%，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跌，为美联储维持 QE不变提供条件。 

 

美国 12月 Markit制造业 PMI初值 54.4，不及预期 

美国 12月 Markit制造业 PMI初值 54.4，市场预期 55，前值 54.7；其中 PMI产出指数初值 57.3；

就业指数初值 53.7；投入价格指数大幅增加，初值 59.6，创一年新高。尽管 PMI 初值较 11 月

有所回落，制造业经营状况仍显示出明显的改善。 

 

美国 12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0.98，连续 5 个月低于预期 

美国 12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仅为 0.98，预期 4.75，连续 5 个月低于预期。11 月该指数降至

-2.21，是今年 5 月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分项数据之中，就业指数为 0，持平上月；新订单指数

-3.54，物价支付指数 15.66，均有所下滑。11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为 6.5，低于预期的 15.5。 

 

欧元区 12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2.7，创 31个月新高 

欧元区 12月制造业 PMI为 52.7，创 31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初值为 51.0，略低于预期 51.4和

前值 51.2。综合来看，欧元区 12月综合 PMI初值为 52.1，创三个月新高。在欧元区国家中，法

国私人部门经济活动连续两个月下降，而德国 PMI增幅创 2011年上半年来的最快扩张速度。 

 

今日公布重要经济数据与事件预览： 

美国 11月季调后 CPI月率 （预期+0.1%）；欧洲 11月 CPI终值年率（预期+0.9%）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举行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联储百年庆典活动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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