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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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134.4700  -0.0719  

台湾加权指数 9,286.9600  0.1518  

日经指数 19,594.1600  2.5101  

海峡时报指数 2,921.3100  0.7706  

汉城综合指数 2,045.6400  0.0817  

道琼斯 19,942.1600  0.3038  

纳斯达克 5,477.0100  0.8828  

标准普尔 500 2,270.7500  0.5722  

富时指数 7,189.7400  0.1651  

法兰克福指数 11,584.3100  0.0006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6968 0.7373 

澳元 0.7284 0.8725 

瑞郎 1.0210 -0.6519 

人民币 6.9326 -0.3565 

港元 7.7555 -0.0052 

欧元 1.0490 0.8363 

英镑 1.2322 0.7193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3.35 0.88  

布伦特原油 $56.47 0.91  

纽约天然气期货 $3.23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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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通过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 决定再取消一批行政许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一批中央

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并清理规范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审议通过“十

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推动营造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市场环境；部署创新政府管

理，优化政府服务，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会议指出，要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把“放管服”改革推向纵

深，进一步营造良好办事创业环境。一是在已取消 230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审

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 53 项许可。下一步要抓紧制定许可事项清单，未列入清

单的一律取消。二是再取消与审批有关的 20 项中介服务事项。探索将此类中介

服务逐步改为政府购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城市群 19 大分支规划 2017 年将全部完成 

01 月 05 日讯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作为我国未来发展主体区、经济发展主力

的城市群 19 大分支规划 2017 年将全部完成。其中，珠三角湾区城市群、海峡西

岸城市群等五个跨省级城市群的规划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滇中、天山

北坡以及山东半岛等五个省内城市群的规划将由地方编制。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副司长陈亚军表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或是：城市群聚集我国约 70%

左右的城市人口，剩余人口与地区将采取点状发展模式，形成积聚的空间布局形

态。 

 

 商务部 2016 年终综述：全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平稳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商务部发表 2016 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称： 

  全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平稳。1-11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355 家，

同比增长 3.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318 亿元人民币（折 1137.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9%（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一是外资结构加速向产业链高

端环节转移。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1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其中，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881.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7.7%。高技术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 547.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二是美欧对华投资恢复性增长。

美国、欧盟 28 国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5.4%和 43.9%。欧盟 28 国中，英、德、

卢森堡、瑞典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20.2%、87.2%、128.8%和 48.1%。三是并

购方式占比大幅提升。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099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123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6%，分别占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和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的 4.5%和 16.9%。 

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商务部发挥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作用，推进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 4 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

试点任务实施率超过 90%，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金所与中央结算公司开展国债期货 DVP 交割合作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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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4 日，中金所与中央结算公司在上海举行国债期货券款对付

（DVP）交割业务合作签约仪式。同日，中金所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国债期货合约交割细则》，中央结算公司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期货交割业务指引》，均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悉，国债期货 DVP 交割将在 TF1706 和 T1706 两个合约上首次实施，届时买

卖双方均以中央结算公司开立的国债托管账户参与交割的，将通过 DVP 方式进

行交割，实现指定结算日买卖双方债券和资金的同步交收。 

中金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物交割业务的平稳运行是国债期货市场稳步发

展、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 

 

 

 

 第三家农商行赴港上市 广州农商行提交 IPO 申请 

港交所资料显示，广州农商行已于 1 月 4 日提交上市预披露文件，成为第三

家向港交所提出首次公开发行（IPO）申请的境内农商行。此前，重庆农商行已

于数年前实现港股上市，吉林九台农商行也拟于 1 月 12 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预披露文件显示，中金香港证券、招商证券(600999,股吧)、建银国际、农银国

际将担任该行联席上市保荐人。若按照九台农商行的上市进程推算，广州农商行

或于 2017 年中期完成发行。 

广东银监局于去年 12 月 23 日批复同意该行发行 H 股并上市的申请，发行

规模不超过 31.26 亿股。如果按照该行现有总股本计算，这一发行规模约占其发

行后总股本的 27.72%，若顺利完成该数量级 H 股的发行，广州农商行的注册资

本也将超 110 亿元，仅次于北京农商行。 

 

 发改委印发《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按照《国务院关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

函〔2016〕210 号）有关精神，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了《中原城市群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推动中原城市群发展，对于加快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批复要求，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山东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落实工作责任，

完善工作会商推进机制，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和专项规划，依法落实《规划》明确

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研究制定支持中原城

市群发展的具体政策，在有关规划编制、体制创新、政策实施、项目安排、资金

投入、土地保障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中国化工集团与先正达“一波三折”的收购计划再陷僵局 

近日，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已把审批中国化工集团拟收购瑞士农药及种子集

团先正达(Syngenta)的最后期限延长 10 个工作日，将在 4 月 12 日做出裁决。 

先正达在声明中称，两家公司此前请求延长审批期限，以便有充足时间讨论

补救方案。欧盟执委会去年 10 月份针对中国化工集团拟以 430 亿美元收购先正

达开展了深度调查，执委会称两家公司尚未能排除有关本案的反垄断疑虑。 

据了解，中国化工集团于 2016 年 2 月同意收购先正达。先正达表示，该交

产业动态 

http://www.qhrb.com.cn/
http://hk.stock.hexun.com/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5474.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999.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999.shtml
http://guba.hexun.com/600999,guba.html
http://bank.hexun.com/bjnsh/


                                                     2017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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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已通过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获得 11 家反垄断机构批准。 

 

 能源十三五规划发布：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5%以上 

近日，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新闻发布会，发布能源

发展“十三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标准煤以内”，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保持一致。从年均增速看，“十三五”能源消

费总量年均增长 2.5%左右，比“十二五”低 1.1 个百分点，符合新常态下能源消

费变化新趋势。从能源强度看，按照规划目标测算，“十三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5%以上 

《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5%以上，天然

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 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 58%以下。按照规划相关指标

推算，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增量是煤炭增量的 3 倍多，约占能源消费总量增

量的 68%以上。可以说，清洁低碳能源将是“十三五”期间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发改委：2017 年全国煤电标杆上网电价不作调整 

中国网财经 1 月 4 日讯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省

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2017

年 1 月 1 日全国煤电标杆上网电价不作调整。 

上述有关负责人称，经国务院批准，发展改革委于 2015 年底完善了煤电价

格联动机制。完善后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规定，依据向社会公布的中国电煤价格

指数和上一年度煤电企业供电标准煤耗，测算煤电标杆上网电价。每期电煤价格

按照上一年 11 月至当年 10 月电煤价格平均数确定。本期全国电煤价格指数平均

为每吨 347.5 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年度燃煤电厂供电标准煤耗为每千

瓦时 319 克。 

  

 

 

 

 沪深股市：周三上证综指收盘涨 0.73%报 3158.79 点 

周三两市继续上涨，上证综指收盘涨 0.73%报 3158.79 点；深成指涨 1.19%

报 10384.87 点；创业板涨 1.44%报 1991.57 点，成交量有所放大。股指继续反弹

回升，如预期止跌企稳已经显现，震荡、反弹行情逐渐展开。 

资金面显示，周三两市大单净流入资金 96.86 亿元。其中，1561 只个股获资

金净流入，1268 只个股出现资金净流出，短线大单资金进场明显，持续一个多

月的资金出逃被逆转，值得关注。 

 

 海外股市：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1 月 4 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上涨 60.40 点或 0.3%，报 19942.16 点；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2.52 点或

0.57%，报 2270.7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7.93 点或 0.88%，报 5477.01 点。  

周三（1 月 4 日）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11%，

报 7185.71 点，连续第四日创收盘纪录新高；德国 DAX 30 指数收跌 0.08%，报

金融市场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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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4.91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跌 0.13%，报 4892.72 点。 

 

 债券市场：周三，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 

周三，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隔夜、7 天和 14 天品种下跌。隔夜 shibor 跌

3.7 个基点报 2.1720%，7 天期 shibor 涨 4.4 个基点报 2.5450%，14 天期 shibor

跌 1.2 个基点报 2.8050%，1 个月期涨 0.97 个基点报 3.3223%，连涨 39 个交易日

并创 2010 年 6 月初以来最长连涨纪录；3 个月期涨 0.99 个基点报 3.2912%，连

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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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价报 6.9485，较上一交易日涨 72 个基点。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28 个基点，报 6.9526，续创 2008 年 5 月以来最低。离

岸人民币兑美元涨破 6.87 关口至 6.8668，日内涨幅扩大至 920 个基点。 

 

 石油期货：周三纽约原油期货收涨近 2%，布油涨 1.8%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1 月 4 日）WTI 2 月原油期货收涨 0.93 美元或

1.8%，报 53.26 美元/桶。布伦特 3 月原油期货收涨 0.99 美元或 1.8%，报 56.46

美元/桶。 

OPEC 与非 OPEC 产油国签订的减产协议从 1 月 1 日起已经生效。 

周三，科威特国有石油企业——科威特石油公司表示将致力于减产，并已经

通知客户称其减产工作将从 1 月初开始实行、并且在整个第一季度内都维持减产

状态。 

2016 年内，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大约 52%，为 4 年来的首次上涨。WTI 原

油期货上涨约 45%，为 3 年来首次上涨。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信息技术｜近日从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获悉，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2017 年将陆续出台多项产业政策，并将实施一系

列促进产业做大做强的举措。此外，财政部还将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

政策，帮扶产业企业快速成长。 

 

 人工智能 | 网名为“Master”的神秘围棋手连续战胜包括中国围棋名将柯洁、

聂卫平、古力，韩国围棋冠军朴廷桓在内的顶尖高手，获胜 60 场，没有败

绩！就在刚刚，Master 通过网络宣布自己就是人工智能 AlphaGo，代为执子

的就是 AlphaGo 团队的黄士杰博士。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方正宏观称，中央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稳增长在 2017 年经济工作中地位有所下降，财政扩张力度或不

及 2016 年；货币政策告别宽松时代，转向中性稳健，中国流动性拐点出现；

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加杠杆步入去杠杆周期。 

 

 申万宏源称，新年伊始，债市震荡调整开局；整体来看，央行维稳资金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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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意图不变，将 SLF 和 MLF 作为流动性投放的主要工具，锁短放长继续

提升了资金利率中枢；春节之后预计 1 月 CPI 见顶、2 月 PPI 见顶，3 月之

后经济数据也将有所回落，债券市场有望有较好表现，维持 10 年国债收益

率 2.7%-3.4%的判断不变。 

 

 中信证券称，2017 年债市仍将经受“去杠杆”与监管趋严的内部压力，经受

外部美元升值与动荡加剧的外部压力，整体将呈现持续波动且振幅扩大的局

面；维持 10 年期国债 3%底部中枢的判断，首要控制流动性风险，根据利率

调整高度和基本面供需缺口情况博弈波段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