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每日市场回顾： 

美国股市：美股飙升，金融市场在美股遭遇两年来最糟糕的一周后出现复苏迹象。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4%，报 2656 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总额 4.4 万亿美元的 2019 财年联邦预

算，将大幅增加军事和移民执法的支出，2019 财年赤字将比去年预测增加近一倍，达到 9840

亿美元，国会料几乎肯定不会采纳这个计划。除了黄金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扬以外，包括美

债和美元指数在内的金融市场整体变动不大。高盛资产管理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四次，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未来六个月将攀升至 3.5%，我们也预期美债和欧债下行是在所有金

融资产中确定性最高的。 

国内方面，（1）2018 年 1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26900 亿元，比上月增加 21130.51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3767.15 亿元（2015 年由于统计口径问题，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被纳入金融

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统计口径中，如果按照新口径，2018 年 1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29000

亿元）。（2）2018 年 1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30600 亿元，比上月增加 19201.88 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 5370.51 亿元。网传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 29000，实际上我们统计下来只有

26900，差值为银行向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可能是证金。分细项看，新增人民币贷款主要是

增加在短期贷款中，中长期贷款虽然火爆，但毕竟低于去年同期，同时居民短期贷款激增叠

加中长期贷款不弱，让我们担心资金依然向房地产市场集中。结合社融看，我们会发现，表

外融资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也是贷款向表内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来看，排除表外转表

内的影响之后，表内融资不仅不强，而且贷款质量不高，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本期宏观金融数

据其实不佳。 

股市: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周一大幅反弹，所有板块全线上涨，因在美股创下两年来最大单周

跌幅后，投资者重拾信心，但分析师并不认同市场回调已结束。道琼工业指数收涨 410.37

点，或 1.7%，收报 24,601.27 点；标普 500 指数上升 36.45 点，或 1.39%，至 2,656.00 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扬 107.47 点，或 1.56%，至 6,981.96 点。 

    --欧洲股市从六个月低点反弹收高，因上周波动性突升，令市值蒸发 1 万亿美元后引发

的不安情绪看来有所缓解。市场普涨扶助泛欧 STOXX 600 指数收高 1.2%，欧元区波动性指

数从上周触及的高位回落。 英股富时指数收高 1.19%，德股 DAX指数收高 1.45%，法股 CAC-40

指数上扬 1.2%。 

汇市: 

    --美元兑欧元在录得近 15 个月来最好周度表现后下跌，因美国股市反弹。风险偏好潜

回汇市，损及美元，也帮助提振了收益较高的新兴市场货币以及澳元和加元等商品货币。美

元兑一篮子货币下跌 0.28%，报 90.189，抹去上周录得的部份涨幅。欧元兑美元较周五尾盘

上涨 0.25%，至 1.2284 美元，此前触及 1.2296 美元的日内高位。美元兑日圆较上一日尾盘

下跌 0.09%，报 108.69 日圆。 

债市: 

--美国公债收益率上扬，指标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触及四年高位， 30 年期公债收益率升

至 11 个月高位，因股市大涨和风险意愿改善令公债的避险吸引力降低。美国 10 年期公债收

益率尾盘报2.851%，上周五报2.831%，盘中稍早该收益率触及2014年1月来最高的2.902%。

美国30年期公债收益率由上周五尾盘的3.139%升至3.145%，盘中触及11个月高位3.139%。 

--欧元区公债收益率小涨，因有迹象显示，尽管近期股市大幅震荡，但关注通胀表现的

决策者仍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欧元区公债收益率上涨 1-2 个基点。德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

率交投在 0.76%附近，盘中高见 0.786%，接近上周触及的两年半高位约 0.81%。德债收益率

曲线周一触及 2014 年中以来最陡，短期和长期德债收益率差扩阔至 135 个基点。 

油市: 



    --原油市场开始回稳，今日收盘基本持平，因全球股市在上周创下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后，开始收复部份失地。美元走弱也提振原油价格。布兰特原油期货下滑 0.20 美元，或 0.3%，

报每桶 62.59 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涨 0.09 美元，或 0.2%，收报每桶 59.29 美元，但低于

日内高位 60.83 美元。 

金属市场: 

    --金价上涨，因美元下滑，但在美国本周稍晚发布通胀数据前，金价升势预计将受限。

通胀数据可能令投资人预期美国将较预想的更快加息。现货金升 0.47%，报每盎司 1,322.83

美元。美国期金收高 0.8%，报每盎司 1,326.40 美元。 

    --伦敦期铜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受助于美元走软，以及全球市场回稳鼓励投资人重返较

高风险资产。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收高 1.1%，报每吨 6,831 美元，上周五触及 12 月

14 日来最低的 6,733 美元。三个月期铝收高 0.1%，报 2,124 美元。期铅跌 0.7%，报 2,516

美元。 

 

二、重要资讯回顾 

1、美国总统特朗普预算提案削减国内计划，拟增加军费和美墨边墙资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提出一项预算议案，要求删减国内计划，并寻求大幅增加军事费用、

以及兴建美墨边境墙的资金。为了向保守派人士展现出政府将在财政纪律上有些作为，该预

算计划呼吁大砍非国防支出，从而将在未来 10 年降低联邦赤字逾 3 万亿美元。这项计划要

求在 2019 财年减少 570 亿美元支出，此降幅大于两党协议的内容。特朗普的预算提案预测

未来三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幅至少为 3%。这个增长目标颇为大胆积极，但对于帮

助覆盖税改所造成的 1.5 万亿美元缺口至为重要。不过，鉴于税改及两年预算协议，联邦赤

字势将膨胀，特朗普的预算提案明显舍弃了财政保守派希望在 10 年后消除联邦赤字的长期

目标。 

2、英国央行 MPC 委员弗利葛称，进一步升息可能是适宜的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弗利葛表示，如果全球经济强劲，劳动力市场增长

持续抵销英国退欧的不利因素，那么英国进一步升息可能是适宜的。弗利葛称，英国利率前

景取决于未来几年不确定的经济展望，英国的中性利率也非常不明确；美联储扭转量化宽松

的经验，也将影响英国央行开始扭转量化宽松时的利率水准。英国央行 MPC 委员麦卡弗蒂

表示，即将到来的脱欧及其对英国信心的影响可能会打乱央行再度加息的预期。 

3、OPEC 月报称油市要到接近年底才会平衡，因对手增产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表示，全球油市要到接近 2018 年底才会平衡，因美国与其他非

OPEC 产油国增产，抵销了 OPEC 的减产量。OPEC 在月报中表示，非 OPEC 产油国今年将增

产 140 万桶/日。这是连续第三月上调预估，11 月预估为 87 万桶/日。“油价自 2017 年夏季

稳定复苏，以及对增长契机的兴趣重现，促使今年主要产油国的开采活动急起直追，页岩油

与离岸深水开采皆然，”OPEC 月报中表示，指的是美国的产油前景。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俄

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的谈话表示，如果做了退出全球石油减产协议的决定，可能得花上二至

五个月的时间退出；协议已经达成了其打算达成目标的三分之二。 

4、消息称中国复星国际将收购法国服饰品牌 Lanvin 多数股权 

据知情消息人士，中国复星国际将收购法国老牌服饰品牌 Lanvin 多数股权。Lanvin 因营

收下降，面临资金周转难题。两位消息人士此前表示，复星国际在与卡塔尔投资基金

Mayhoola 竞争 Lanvin 的控股权。据行业媒体 Fashion Network 援引了解交易情况的消息人士

报导，复星国际将在 Lanvin 投资逾 1 亿欧元。Lanvin 原大股东、台湾出版业巨头王效兰仍将

保留少数股权。暂未联系到复星国际和 Lanvin 予以置评。 

 



三、今日重要资讯 

经济数据(GMT 时间)： 

--日本 1 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CGPI)(约 0750) 

--澳洲 1 月 NAB 企业现况、信心指数(0830) 

--韩国 12 月 L 货供额(1100) 

--法国第四季非农就业岗位(1545) 

--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第四季经济成长率统计值(1600) 

--瑞士 1 月生产者/进口物价(1615) 

--英国 1 月通胀数据(1730) 

--英国 1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投入/产出物价(1730)     

--美国 1 月 NFIB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1900) 

--韩国 1 月失业率(14 日约 0700) 

--澳洲 2 月 WESTPAC-MI 消费者信心指数(14 日约 0730) 

重大经济事件及官员讲话(GMT 时间)： 

--瑞典央行货币政策会议(1600)。 

--克利夫兰联储总裁梅斯特就经济前景发表演说(210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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