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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150.4000  0.6811  

台湾加权指数 9,272.8800  0.2094  

日经指数 19,401.7200  0.0000  

海峡时报指数 2,898.3000  0.6321  

汉城综合指数 2,024.4900  0.8790  

道琼斯 19,833.6800  0.6030  

纳斯达克 5,438.5600  0.8538  

标准普尔 500 2,249.9200  0.8487  

富时指数 7,106.0800  0.4908  

法兰克福指数 11,474.9900  -0.1215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6917 -0.3458 

澳元 0.7221 0.2360 

瑞郎 1.0277 0.3809 

人民币 6.9574 0.2088 

港元 7.7559 -0.0180 

欧元 1.0403 -0.4783 

英镑 1.2234 -0.3584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2.47 -1.42  

布伦特原油 $55.56 -1.19  

纽约天然气期货 $3.30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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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2017 年资本市场将延续“严”监管 

 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 PMI 涨至 51.9 但复苏之势有待更多验证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落子 经营性资产 5 年完成股份合作制 

 中铁总奏响新年混改第一声 

 产业动态 

 发改委: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境外融资借用外债规模 

 12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 4.45% 二套房 5.40% 

 “个人禁购海外房产与证券”非新政 资本项下可兑换有序推进 

 2017 年油价回升势头或不容乐观 

 云南成立国际橡胶交易中心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周二两市小幅上涨，上证综指收盘涨 1.04% 

 海外股市：美股大幅高开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 0.77%  

 债券市场：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隔夜和 14 天品种下跌 

 外汇市场：在岸人民币收跌 62 个基点，中间价创两周最大降幅 

 石油期货：周二纽约原油期货收跌 2.6%，创两周新低 

 机构策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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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资本市场将延续“严”监管 

进入 2017 年，资本市场监管方面将如何发力？业内人士认为，“严”字依然

会贯穿始终，具体看，包括严厉打击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严

控风险等。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依然会是重点。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证监

会未来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查处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主动

针对市场苗头性问题进行打击，让违法犯罪行为无处藏身。 

  “新的一年，证监会将继续忠实履责，进一步强化依法的理念，从严的担当，

全面的意识，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重拳治乱，切实维护好公开、公平、公正的资

本市场秩序。”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称。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认为，全面监管对净化市场、维系市场的健康

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保护投资者权益有非常大的功劳。资本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既定方针，只有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市

场才会更加有意义，国家才会大力扶持资本市场发展，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 PMI 涨至 51.9 但复苏之势有待更多验证 

周二(1 月 3 日)Markit 公司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涨至 51.9，为三年来最快增速，预期 50.9，前值 50.9。此次数据极有

可能暗示中国经济逐步企稳，而非预期的放缓。 

  周日(1 月 1 日)公布的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跌至 51.4，前值 51.7；中

国 12 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降至 54.5，前值 54.7。 

财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商们产量的进一步提升支撑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续涨。值得注意的是，12 月产出增长率涨至 71 个月高位。改善的内需是新业务

增长的主因，不过 12 月新出口销售基本未变。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CEBM)主管钟正生表示，中国制造业 12 月继续改

善，多数分项指数表现乐观，但由于补库存和 CPI 涨势能否延续存在不确定，经

济企稳根基是否牢固还有待观察。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独立经济学家 Andy Xie 并不认为中国制造业将

持续复苏，在约六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业产出一直提升，主要原因为房地产销

售大涨。过去数年中每个经济周期均由房地产市场主导，但这种情况将不会持续

很久。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落子 经营性资产 5 年完成股份合作制 

3 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时表示，从 2017 年开始，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集

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健全台账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将经营

性资产以股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集体成员，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改革。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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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赋指出，对于资源性的资产改革，就是要继续抓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完善“三权分置”办法，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对非经营

性资产的改革，主要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建立探索集体统一经营的运行管护机制，

更好地为集体成员和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务。 

  就改革重点而言，韩长赋表示，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重点，将把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然后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 

 

 中铁总奏响新年混改第一声 

2017 年的首个工作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就发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声音。 

  1 月 3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工

作会议”上表示，2017 年要规范和落实铁路两级主体企业权责，推进铁路资产资

本化经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综合经营开发力度，努力提高铁路企业经

营效益。 

  铁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对上证报记者表示，铁路混改将以试点的

方式推进，试点已经在酝酿之中，包括铁路设计领域、省级及以下支线铁路和专

项铁路项目或将成为首批“吃螃蟹”者。同时，考虑到铁路干线的特殊性，铁路混

改试点不会将其纳入其中。整个铁路领域的混改，将保持“稳中求进”的思路。 

 

 

 

 发改委: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境外融资借用外债规模 

发改委网站 3 日消息，发改委发布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17 年度中长期外债

借用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发改委在核定 2017 年度中长期外债借用

规模时，将主要考虑近三年外债实际使用情况，以及 2017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贷款和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外汇资金需求。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一

步扩大外资银行境外融资借用外债规模，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同时，引导外资

银行外债结构优化、投向合理、效益提高。 

各外资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的重点方向用好外债资金，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外资银行按季度报送外债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外债和金

融风险。 

 

 12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 4.45% 二套房 5.40% 

和讯房产消息 据融 360 统计数据显示，从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走势来

看，12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45%，与上月持平。同比去年 12 月的 4.63%

下降 0.18%。在融 360 监测的 35 个城市中，平均利率最低的为天津（楼盘）的

4.13%，最高为乌鲁木齐的 4.90%。 

截至 12 月 20 日，在全国 533 家银行中，共有 181 家银行将首套房首付比例

调至 2 成，比上月减少 1 家，占比达 33.96%。此外，在全国 533 家银行中首付

2.5 成的有 3 家银行，首付 3 成的有 313 家银行，占比达 58.72%。首付 3.5 成的

银行有 27 家。 

 

 

产业动态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75.html
http://data.eastmoney.com/cjsj/gdzctz.html
http://data.house.hexun.com/lp/productnew.aspx?province=tj&qk=&page=1


                                                     2017 年 1 月 4 日 

除另标注外，新闻来源为 Wind 资讯、新浪财经。股指、期货和外汇报价来自金融界网站。内容仅供参考，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对依据本刊内容做出的决策负责。联系方式：wangzhuoran@sinochem.com  

4 

 “个人禁购海外房产与证券”非新政 资本项下可兑换有序推进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晚间，外汇局就改进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答记者问，

重申个人购汇不得用于海外购房和投资，这被部分自媒体误读为今年颁发的新

政。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资本项下开放的信息发现，目前个人交易项目部分可兑

换，其中个人海外购房及投资属于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禁止的行

为，并非新政策。纵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一直都在“成熟一项、推

出一项”的原则下有序推进，目前我国达到部分可兑换以上的项目已增加至 37

项，距实现可兑换的目标并不遥远。 

外汇局 1 月 3 日也公开澄清，个人购汇不允许海外购房并非新政策，个人海

外购房及投资属于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一直以来都不能做。 

中金所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指出，这种完善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的做法并

不涉及个人外汇管理政策改变，也没有改变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无非是

在原有政策上的细化，增加统计、明确责罚。 

 

 2017 年油价回升势头或不容乐观 

新华社纽约电，得益于全球产油国 2016 年末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在持

续走低一年后大幅反弹，且一度涨至一年半来的最高点。不过，一些机构和分析

师指出，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协议的执行力度、美元汇率走势等因

素影响，今年油价回升势头可能不容乐观。 

据国际能源署计算，欧佩克产油国 2016 年 11 月产量飙升，达到日均 3420

万桶。这意味着欧佩克在 2017 年要日均减产 170 万桶才能达到日均限产 3250

万桶的目标，超出了减产协议里规定的 120 万桶。 

同时，市场普遍担心“有前科”的欧佩克国家不会遵守减产协议，如果执行

不到位，减产协议稳定市场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云南成立国际橡胶交易中心 

日前，云南国际橡胶交易中心在昆明揭牌成立。  

这个交易中心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由云南农垦集团负责组织筹建，由该

集团下属云南农垦电子商务交易中心负责承接具体工作。  

该交易中心的最终目标，是成为行业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全国天然橡胶价

格现货定价中心、国际性的天然橡胶交易中心。  

 

 

 

 

 沪深股市：周二两市小幅上涨，上证综指收盘涨 1.04% 

周二两市小幅上涨，上证综指收盘涨 1.04%报 3135.92 点；深成指涨 0.84%

报 10262.85 点；创业板涨 0.06%报 1963.26 点，成交量微幅放大。股指全面反弹

回升，止跌企稳迹象显现，3100 点附近的短线平台支撑得到确认。 

资金面显示，周二两市大单净流出资金 4.11 亿元。其中，1320 只个股获资

金净流入，1502 只个股出现资金净流出，短线大单资金出逃大幅减少，值得关

注。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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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股市：美股大幅高开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 0.77%  

亚汇网 3 日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上涨 153.13 点，涨幅 0.77%，报

19915.73 点；标普 500 指数开盘上涨 16.98 点，涨幅 0.76%，报 2255.81 点；纳

斯达克指数开盘上涨 41.05 点，涨幅 0.76%，报 5424.16 点。  

周二（1 月 3 日）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49%，

报 7177.89 点，连续第三日创收盘纪录新高，盘中触及历史最高的 7205.45 点；

德国 DAX 30 指数收跌 0.12%，报 11584.24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涨 0.35%，

报 4899.33 点。 

 

 债券市场：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隔夜和 14 天品种下跌 

周二，Shibor 新准则实施首日：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隔夜和 14 天品种下

跌。隔夜 shibor 跌 2.1 个基点报 2.2090%，7 天期 shibor 涨 4.6 个基点报 2.5890%，

1 个月期涨 0.67 个基点报 3.3126%，连涨 38 个交易日并创 2010 年 6 月初以来最

长连涨纪录；3 个月期涨 0.87 个基点报 3.2813%，连涨 53 个交易日，是 2010 年

底以来的最长连涨周期。 

 

 外汇市场：在岸人民币收跌 62 个基点，中间价创两周最大降幅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二，人民币汇率迎来 2017 年首个交易日。在岸人

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价报 6.9557，较上一交易日跌 62 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兑

美元涨 45 个基点报 6.9695。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128 个基点，为两周以来

最大调降幅度，报 6.9498。 

 

 石油期货：周二纽约原油期货收跌 2.6%，创两周新低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二（1 月 3 日）WTI 2 月原油期货收跌 1.39 美元或

2.59%，报 52.33 美元/桶，创两周新低，盘中一度触及 2015 年 7 月以来新高。

布伦特 2 月原油期货收跌 1.35 美元或 2.38%，报 55.47 美元/桶。 

受到温暖气候的天气预报预测结果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 2 月交割的天然气

期货价格重挫 39.7 美分，或 10.7%，收于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 3.327 美元。 

新年开始，OPEC 成员国与一些非成员产油国达成的减产协议已经进入正式

启动期。目前原油市场投资者正在等待观看主要产油国能否信守承诺削减原油产

量。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铁路混改｜1 月 3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在“中国铁

路总公司工作会议”上表示，2017 年要规范和落实铁路两级主体企业权责，

推进铁路资产资本化经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综合经营开发力度，

努力提高铁路企业经营效益。 

 

 燃料电池 | 据上海证券报 1 月 4 日消息，近日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燃料电池车的发展寄予更高期望，与“十二五”规

划相比，新规划重点提到：要系统推进燃料电池车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动高

性能低成本燃料电池材料和系统关键部件研发；推动车载储氢系统以及氢制

备、储运和加注技术发展，推进加氢站建设。 



                                                     2017 年 1 月 4 日 

除另标注外，新闻来源为 Wind 资讯、新浪财经。股指、期货和外汇报价来自金融界网站。内容仅供参考，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对依据本刊内容做出的决策负责。联系方式：wangzhuoran@sino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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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海通证券称，受地产投资拖累，需求、价格的拐点或相继到来，而库存周期

或将在 2017 年上半年由主动补库存转向被动补库存，并对工业生产形成拖

累；短期维持 10 年国债利率区间至 2.8%-3.2%，对应 10 年国开债的合理区

间为 3.2-3.6%。 

 

 申万宏源称，2017 年经济基本面较 2016 年小幅下行；资金面 R007 中枢预

计小幅上升至 2.6%至 2.7%，债市需求力量仍较为强劲，2017 年全年 10 年

期国债利率区间预计为 2.7%-3.4%，春节前利率债收益率预计将以高位震荡

为主，建议关注 2 季度经济和通胀预期修复带来的债市投资机会。。 

 

 兴证固收称，市场在大幅反弹之后，价值修复已经基本到位，中短期内可能

还会震荡一段时间，但后期仍然要回到去杠杆的方向上，届时市场还有下跌

的压力，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危机意识，做好负债和流动性管理，等待后期

更确定的基本面拐点带来的趋势性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