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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去产能打响攻坚战 债转股等重磅政策料出

炉】 

 【期金创三年最大单周跌幅，投资者从 9 月非农就业

报告中挖掘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线索】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预计明年经济增速将上扬至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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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美股总结】 

美股收跌，道指下跌超过 100 点，油价下跌，市场消化弱于预期的非农数据及英镑闪崩信

息。 

纽交所主板 3120 支股票中 913 支上涨，2073 支下跌，134 支收平，78 支股票创新高，25

支股票创新低，GPS 领涨，MG 领跌。 

纳斯达克主板 2992 支股票中 977 支上涨，1842 支下跌，173 支收平，67 支股票创新高，

50 支股票创新低，其中 LPCN 领涨，SNMX 领跌。 

标普 500 指数 11 大板块中，2 涨 9 跌，医疗保健板块领涨，原材料板块领跌。130 支股票

上涨，369 支股票下跌，6 支收平。成分股方面，GPS 领涨，TSN 领跌。 

标普 500 指数下跌 0.33%，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0.1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27%。   

- 美国 9 月新增非农就业 15.6 万人，不及预期的 17.2 万人，失业率小幅攀升至 5.0%。但克

利夫兰联储主席 Loretta Mester 在 CNBC 上表示：就业市场表现“稳健”美国处在全面就业状

态。油价下跌，俄罗斯能源部长 Novak 称，预计下周在土耳其召开的能源大会上，不会与 OPEC

达成协议。亚洲时段，英镑在 2 分钟内一度闪跌多达 10%，这导致市场担忧英镑的脆弱性，并

引发各个市场大幅震荡。 

- Gap 上涨 15%，公司 9 月同店销售降幅低于预期，受惠于 Old Navy Global 品牌的需求增

加。德银上涨 0.81%，媒体报道称公司大股东卡塔尔皇室考虑将德银的持股比例提升至 25%。 

 

美国克利夫兰联储主席 Mester（有投票权）：目前数据支持进一步加息。 

如果经济数据在正轨上，11 月份加息的理由对我来说令人信服。 

预计美国经济在第三和第四季度反弹。 

当前数据与我的前景预期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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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提升生产率更好的工具。 

需要以系统化的观点来看待美国利率正常化。 

 

【期金创三年最大单周跌幅，投资者从 9 月非农就业报告中挖掘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线索】 

COMEX 12 月黄金期货收跌 1.10 美元，跌幅 0.1%，报 1251.90 美元/盎司，为连续第六个

交易日收跌，本周累跌约 5%、创 2013 年 9 月中期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COMEX 12 月白银期货收跌 3.5 美分，跌幅 0.2%，报 17.38 美元/盎司，本周累跌 9.6%。 

NYMEX 1 月铂金期货收跌 3.70 美元，跌幅 0.4%，报 962.60 美元/盎司，本周累跌 7%。 

NMEX 12 月钯金期货收涨 1.25 美元，涨幅 0.2%，报 667.40 美元/盎司，本周累跌 7.5%。 

 

【银行响应楼市新政 房贷投放影响待来年】多名受访银行人士表示，尽管已经收到政策

通知，但行内还未下发具体执行细则。限购限贷政策将会对平抑房价、遏制投机起到作用，但

银行按揭贷款业务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交易和贷款投放之间存在时差，多名银行人士表

示，新政将主要影响明年的按揭业务投放增量。 

 

【四季度去产能打响攻坚战 债转股等重磅政策料出炉】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制定的处置

僵尸企业实施方案、国资委制定的僵尸企业处置方案以及债转股方案等政策措施有望陆续出台，

地方也相继明确并实施具体到企业的化解过剩产能计划。同时，随着武钢、保利等多家央企明

确去产能目标，央企兼并重组和去产能提速。业内人士认为，按照发改委的规划，10 月、11

月将迎来去产能的高峰期，但伴随煤炭、钢铁量价齐升，去产能任务将更加艰巨。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预计明年经济增速将上扬至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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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将在数月和数年的时间维持或加强宽松政策。 

不认为日本央行可以很快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 

质疑购买国外债券的穆迪，称主要由财务省决定。 

 

【中国发改委：明年起全面放开食盐价格 将保持食盐价格基本稳定】发改委发布通知称，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放开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盐价将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

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将确保食盐市场供应稳定，保持食盐价格基本稳定；

特殊情况下可依法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或其他紧急措施，防止普通食盐价格异常波动。 

 

【中信策略：地产新政挤出资金利好股市，但程度有限】长期以来中国房价和股价相关性

不明显，但 2014 年以来两者走势明显负相关（相关系数-0.71），这种关系的形成依赖于利率

水平下行，资产荒下两者可加杠杆的共同属性。长假期间地产新政冷却销售后，挤出的资金对

股市的流动性有正面影响，但其程度可能比以前弱。原因在于：①无风险利率进一步下行空间

有限②趋严的监管环境下股市资金加杠杆难度变高③地产交易冷却后，投资类资金短期难以从

房市撤出④分流房市资金的不仅只有股市，其它资产竞争力也不弱。 

 

【商务部：金砖国家间商建自贸区是开展务实合作重要形式】金砖国家第六次经贸部长会

议将于 10 月 13 日在印度召开。关于是否会金砖国家自贸协定谈判的议题，商务部发言人沈丹

阳称，在此次会议筹备过程中，中方并未提出与其他金砖国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议题，但在

学术界和产业界，确有很多专家有这方面的倡议。“中方认为，金砖国家间商建自贸区是金砖

国家间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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