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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433.0200  -1.4409  

台湾加权指数 9,349.9400  -0.4550  

日经指数 19,155.0300  0.8352  

海峡时报指数 2,952.1900  -0.1333  

汉城综合指数 2,027.2400  0.1259  

道琼斯 19,796.4300  0.2003  

纳斯达克 5,412.5400  -0.5870  

标准普尔 500 2,256.9600  -0.1137  

富时指数 6,890.4200  -0.9173  

法兰克福指数 11,190.2100  -0.1198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7189 0.7710 

澳元 0.7494 0.6311 

瑞郎 1.0132 -0.3443 

人民币 6.9049 0.0043 

港元 7.7578 -0.0219 

欧元 1.0635 0.7102 

英镑 1.2680 0.8831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2.44 0.96  

布伦特原油 $54.36 0.00  

纽约天然气期货 $3.504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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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万亿 PPP 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税收优惠政策将公布 

 《证券法》修订节奏生变，注册制何时上路存疑 

 国家信息中心：建议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6.5%左右 

 

 产业动态 

 银监会共批准筹建 11 家民营银行 其中 6 家获批开业 

 珠海：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职工家庭暂停公积金贷款 

 非 OPEC 协议减产利好油价，PTA 丙烯酸价差上涨 

 乙醇市场整理上扬 短期内维稳观望 

 发改委联合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指导意见》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上证综指收盘放量重挫 2.47%报 3152.97 点，创半年来

最大跌幅 

 海外股市：周一全球股市涨跌互现，市场关注美联储政策会议 

 债券市场：周一国内债市再度暴力调整，遭遇“黑色星期一” 

 外汇市场：周一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夜盘下跌 30 个基点报 6.9086 

 石油期货：周一纽约原油期货收涨 2.6%，创 17 个月以来收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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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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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亿 PPP 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税收优惠政策将公布 

首个国家级 PPP 基金迎来最大一单集中签约。 

12 月初，财政部牵头成立的中国 PPP 基金与内蒙古、吉林、江苏、河南、

海南、贵州、陕西、湖南、宁夏 9 省区签署合作设立省级 PPP 基金协议，基金总

规模 437 亿元，共有 164 个 PPP 项目。 

按照协议，中国 PPP 基金出资 385 亿元，9 省区政府共出资 52 亿元，将撬

动 5900 亿元的社会资本投资上述项目。 

随着国家级 PPP 基金发力，今年以来地方的 PPP 基金筹建亦“如火如荼”，

总规模已接近 1 万亿元。万亿规模的 PPP 引导基金也将发挥杠杆作用，加速推动

各地 PPP 投资。 

2016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 PPP 项目库入库项目 10685 个，投资额 12.7 万

亿元，无疑是中国一大体量的经济事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民间资本参与 PPP

不积极、签约率低等问题，也需要在顶层制度、法律法规完善等问题上进一步完

善。《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目前 PPP 立法正在推进中，随后也将公布 PPP

税收优惠政策。 

 

 《证券法》修订节奏生变，注册制何时上路存疑 

证券时报网报道，《证券法》修订悬而未决，牵动着市场各方的心，原定于

本月“二读”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再添变数。 

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了解到，今日早间，全国人大召开了最新一次的委员长会

议，确定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审议时间和内容，根据安排，

此次会议将在 12 月 19 日-25 日召开，审议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但不包括《证券

法》修订的相关内容。 

《证券法》的此番修订颇费周章，自《证券法》修订工作被列入 2014 年立

法工作以来，去年 4 月中下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一读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请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 

该修订草案明确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确定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法律规

则，健全了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同时，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尊重了证券

行业的自治与创新，突出了监管者的简政放权，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完善

了跨境监管合作机制，提高了失信惩戒力度。 

当市场期待一读之后的公开征求意见稿时，2015 年 6 月末的股市震荡，让

立法前景变得不再明朗。知情人士透露，本次修法内容多、变动大，修订草案中

的细节，市场反应较为敏感，内部需多次探讨予以确定，再加之股市的异常波动

后要更多研究经验教训，《证券法》的修订安排向后推迟。 

 

 国家信息中心：建议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6.5%左右 

国家信息中心：建议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6.5%左右，但实际运行中

力争超过 6.5%则仍然是一个较大概率事件；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预计

2017 年 CPI 将上涨 1.8%左右，PPI 将上涨 1.0%左右。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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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监会共批准筹建 11 家民营银行 其中 6 家获批开业 

自首批民营银行成立之后，民营银行数量扩容一直备受各方关注。12 月 8

日，在第 86 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城市银行部主任凌敢表示，截

至目前，银监会共批准筹建 11 家民营银行，其中 6 家获批开业。 

  在政策的力挺之下，排队等候获批的民营银行不在少数。但是，凌敢表示，

民营银行的批设，不是简单的增加机构数量，而是要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 

  事实上， 在首批试点 5 家民营银行落地之后，监管部门一直在推进民营银

行的常态化设立。对首批试点的银行，凌敢给予了肯定。他表示，目前民营银行

经营发展起势良好，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自 2014 年开展试点以来，首批试点 5 家民营银行自开业以来，起步平稳，

业务模式、治理架构、系统建设、风控体系初步构建，整体运行审慎稳健。同时，

5 家民营银行着力创新发展方式，弥补传统金融短板，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三农’和社区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

金融服务。”凌敢说。 

“下一步，银监会将继续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加强政策

引领和监管督导，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不一哄而起’原则积极稳妥推动

民营银行常态化发展工作有序向前。”凌敢表示。 
 

 珠海：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职工家庭暂停公积金贷款 

据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消息，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日印

发《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对拥

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职工家庭，暂停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通知》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资金风险管理，经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调整珠海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 

《通知》指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指从未购置过

住房)，按照国家政策，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对于有购

房贷款记录、但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实际没有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有一

套住房、但没有购房贷款记录的职工家庭或相应购房贷款已结清的职工家庭，申

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 

 

 非 OPEC 协议减产利好油价，PTA 丙烯酸价差上涨 

上周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上周布伦特期货结算均价为 54.02 美元/桶，环比

上升 3.32 美元/桶，或 6.55%，波动范围为 53-54.94 美元/桶。上周 WTI 期货结算

均价 50.97 美元/桶，环比上升 2.07 美元/桶，或 4.23%，波动范围 49.77-51.79 美

元/桶。本周油价震荡呈“V”字型走势，震荡的主要原因是 OPEC 减产协议落地

后，市场情绪持续变动，导致油价高位震荡。 

部分非 OPEC 国家达成减产协议，计划减产 60 万桶/日。非 OPEC 周六在维

也纳召开减产会议，达成 60 万桶/日减产协议。俄罗斯和墨西哥分别承担 30 万

桶/日，10 万桶/日减产任务，其他非 OPEC 参会国家承担 15.8 万桶减产任务。考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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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非 OPEC 减产参与国整体情况，预计在严格执行减产计划的情况下，参与国

17 年总产量将下滑 35.8 万桶/日。但考虑到历史上减产执行往往不力，假设减产

落实 70%，则预计减产参与国实际 17 年产量相较 16 年下滑 25 万桶/日。 

 

 

 乙醇市场整理上扬 短期内维稳观望  

据生意社监测，从指数来看，近期乙醇市场维持整理上扬态势。整个乙醇市

场交投气氛尚可，但目前厂家开工率不高，市场货源供应有限，货少价扬。下游

按需采购，采购积极性一般。12 月上旬，华东地区现货支撑依旧偏紧，场内维

持合同订单为主，山东地区酒企走货平稳，货源供应偏紧支撑，吉林地区市场交

投气氛暂可，工厂库存水平有限，华南地区酒企表示出货一般，下游维持刚需采

购。预计短期内国内乙醇市场将维稳观望。 

 

 发改委联合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

见》 

发改委联合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

见》，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及追溯体系、动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沪深股市：上证综指收盘放量重挫 2.47%报 3152.97 点，创半年来最大跌幅 

上证综指收盘放量重挫 2.47%报 3152.97 点，创半年来最大跌幅；深成指大

跌 4.51%报 10302.85 点；创业板暴跌 5.5%报 1984.40 点，创 7 个月新低。两市近

200 股跌停。两市成交 6511 亿元，远超上日的 4864 亿。深股通净流入 12.26 亿

元，沪股通净流出 1.17 亿元。 

 

 海外股市：周一全球股市涨跌互现，市场关注美联储政策会议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12 月 12 日）全球主要股指涨跌互现。美国三

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生物制药股大跌；亚太股市涨跌互现，日股再创一年新高。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39.58 点或 0.20%，

报 19796.43 点，为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创收盘纪录新高。标普 500 指数收跌 2.57

点或 0.11%，报 2256.9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 31.96 点或 0.59%，报 5412.54

点。 

 

 债券市场：周一国内债市再度暴力调整，遭遇“黑色星期一” 

周一国内债市再度暴力调整，遭遇“黑色星期一”，10 年国债期货主力合

约狂泻逾 1%，创上市以来最大跌幅；10 年国债收益率触及 3.16%关口，创 2015

年 11 月 10 日以来新高。交易员表示，中央政治局会议、交易所新规、通胀回升

基本面转暖，美欧国债收益率攀升，国内商品期货再现普涨等多重利空令市场情

绪恶化，短期债市料延续调整态势。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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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市场：周一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夜盘下跌 30 个基点报 6.9086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12 月 12 日）在岸人民币（CNY）兑美元北京

时间 23:30 收报 6.9086 元，较 12 月 9 日夜盘收盘下跌 30 个基点，全天成交量

扩大 43.51 亿美元至 326.24 亿美元。截至北京时间 23:40，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下

跌 42 个基点，报 6.9310 元。 

 

 石油期货：周一纽约原油期货收涨 2.6%，创 17 个月以来收盘新高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一（12 月 12 日）WTI 1 月原油期货收涨 1.33 美元

或 2.58%，报 52.83 美元/桶，创 2015 年 7 月以来收盘新高。布伦特 2 月原油期

货收涨 1.36 美元或 2.50%，报 55.69 美元/桶，创 2015 年 7 月以来收盘新高。 

上周六，以俄罗斯为首的非 OPEC 产油国同意将原油产量削减 55.8 万桶/日，

稍低于原定的 60 万桶/日的目标，但这仍是非 OPEC 产油国迄今为止作出的最大

让步。 

PVM Oil Associates 策略师大卫-哈弗顿(David Hufton)表示：“OPEC 在缓解全

球原油供应迅猛增长方面采取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并且加快了再平衡措施，只要

协议得到严格遵守，利比亚与尼日利亚原油产量反弹失败，且美国的原油生产需

要一定时间来作出反应。”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农业改革｜多位业内专家获悉，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领域，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将加速推进，这也将成为近期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明年

中央一号文件的主线。而作为推动农业供给结构转型的最重要的工具，明年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已经露出端倪。 

 

 电子商务｜12 日从农村电商品牌诚信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

年农村网购规模达到 3160 亿元，年度预测值有望突破 4600 亿元。中国生产

力促进中心协会刘玉兰说，中国农村电商多元化竞争格局开始形成，多方力

量角逐农村电商市场。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九州证券邓海清宏观债券周报：经济数据迭创新高，“周期归来”已成趋势；

展望未来，维持股市“健康牛”、债市“防陷阱”观点不变；债市短期关注

银行“负债短缺”变化，以及银行“资产负债再平衡”进程，这是此轮债市

调整的直接驱动因素，其边际改善可能导致债市调整出现“中场休息”；但

长期更应当看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这决定债券

市场的长期调整远未结束。 

 

 海通证券姜超：市场又一次出现股债双杀，无论担忧通胀，还是担心贬值，

都只是间接的解释，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流动性收紧；今年是典型的滞胀期，

商品是最佳配置；但是随着货币紧缩的开始，滞胀开始步入中后期，现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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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取代商品成为配置首选；而一旦经济通胀再度回落，就会步入衰退期，

债市和股市会重新迎来机会。 

 

 中金固收评债市暴跌：通胀预期上升、交易所回购质押新规以及市场对流动

性的担忧等是债市再度调整的触发因素；近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可能导致社融

增长放缓和货币增速回落，对经济负面影响开始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债

市短期有压力，中期或有转机；等待政策态度明朗和通胀压力放缓。 

 

 国泰君安徐寒飞：年末或有余震，但是配置良机；债市已经出现企稳迹象，

年末受到流动性以及“去杠杆”惯性影响或有余震，但是从中期来看，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价值。 

 

 中信证券：本周四凌晨 3 点美联储将宣布 12 月议息会议利率决定并发表政

策声明，无论如何口头加息效应已经形成，人民币正式入篮后在美元指数强

势行情下不断走贬；近期人民币中间价“创新低”的趋势虽有所缓和，但结

合日前政治局会议中已未再出现关于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明年人民币贬

值压力或将继续，对债市构成的利空也将持续。 

 

 中信证券点评中证登新规：中证登债券质押标准收紧，监管层杠杆去化意图

显明；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受信用债整体折算率下降的影响，需求或受到负

面冲击，其中，低信用资质债券在交易所质押回购市场上难受青睐，需求或

将进一步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