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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503.0100  0.2063  

台湾加权指数 9,372.2200  0.1505  

日经指数 19,454.3300  -0.3399  

海峡时报指数 2,962.6300  0.2874  

汉城综合指数 2,049.1200  0.3511  

道琼斯 19,963.8000  0.3242  

纳斯达克 5,521.0600  0.6035  

标准普尔 500 2,276.9800  0.3517  

富时指数 7,210.0500  0.2049  

法兰克福指数 11,599.0100  0.1215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6958 -0.9396 

澳元 0.7299 -0.5450 

瑞郎 1.0178 0.8022 

人民币 6.9175 0.4443 

港元 7.7557 0.0206 

欧元 1.0533 -0.6789 

英镑 1.2288 -1.0389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3.7 -0.06  

布伦特原油 $56.75 -0.15  

纽约天然气期货 $3.26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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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李克强：网店和快递业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新税收优惠措施正在酝酿 2017 年减税降费将“精准发力” 

 朱光耀：中国有信心第四季度 GDP 增速达到 6.7%或以上 

 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待外储下降不必草木皆兵 

 

 产业动态 

 银监会印发民营银行监管指导意见，鼓励民营银行特色差异化经营 

 土地督察“十三五”规划印发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成重点 

 李稻葵：2017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下行通道 

 今年钢煤去产能开场：与在产产能“拼刺刀” 

 能源经济研究报告预测： 今年原油均价或升至 60 美元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周五两市小幅回落 上证综指收盘跌 0.35% 

 海外股市：美股周五收涨 三大股指齐创历史新高 

 债券市场：周五 Shibor 利率持续两极分化 短期品种大幅下跌 

 外汇市场：周五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跌 413 个基点 

 石油期货：周五 WTI2 月原油期货收涨 0.4% 

 

 机构策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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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网店和快递业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网 1 月 8 日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1 月 4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上表示，“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的概念，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

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网店是‘新经济’，但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

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典型的新

经济行业，实际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

济的一部分。” 

 

 新税收优惠措施正在酝酿 2017 年减税降费将“精准发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2017 年减税降费政策将加码发力，新的税收优

惠措施已经在酝酿中。专家称，2017 年减负将更加突出有效性和精准性，增值

税税率简并等值得期待，中小微企业、科研企业等有望获得政策红包。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降成本”大幕开启，尤其是减税降费效果明显。国

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 年 1 至 11 月，仅营改增带来的整体减税就已经达到

4699 亿元。再加上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清理规范

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扩大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降低电价等系列

“降成本”的举措，业内保守估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规模超过 7000 亿元。 

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一是 2017 年有 4 个月的四大行业减税的翘

尾因素；二是按照营改增政策规定，纳税人 2016 年购入的不动产当年可以抵扣

60%，剩余的 40%将在 2017 年同 2017 年购入的不动产 60%可抵扣的部分一起进

行抵扣，所以减税规模会更大一些；三是随着政策和征管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企

业对税制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内部管理的不断改进，抵扣的数额也会明显增大一

些。 

 

 朱光耀：中国有信心第四季度 GDP 增速达到 6.7%或以上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有信心在第四季度达到 6.7%或以

上。2017 年初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减少。 

他还谈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给中国带来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关注贸易、

美联储加息和特朗普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政策短期内将支撑美国经济，长期影响

还需观察。”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稳定在 6.7%，保持在合理区间。2016

年进入三季度以来，经济表现了多个企稳信号。如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官方制造

业 PMI 指数已经连续 5 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走势喜人。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51.4，非制造业 PMI54.5，前值 54.7。 

高层对 GDP 的积极表态或预示了经济回暖迹象。 

 

 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待外储下降不必草木皆兵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针对“外储逼近 3 万亿美元关口”的担忧，业内人

士指出，当前外储下降既有应对美元升值、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市场面因

素，也有中国经济双向开放程度加深、企业及居民用汇需求增大等经济基本面原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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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此属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没必要草木皆兵。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 30105.17 亿美元，较 11 月底下降 410.81 亿美元。针对“外储逼近 3

万亿美元关口”的担忧，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外储下降既有应对美元升值、合理

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市场面因素，也有中国经济双向开放程度加深、企业及居

民用汇需求增大等经济基本面原因，因此属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没必要

草木皆兵。事实上，当前外汇储备体量、贸易顺差规模、货币政策基调等诸多条

件都决定了正常用汇需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 

 

 

 

 银监会印发民营银行监管指导意见 鼓励民营银行特色化差异化经营 

银监会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民营银行

明确发展战略、落实审慎经营规则、加强股东监管。同时，银监会表示，将坚持

试点经验和常态化设立相衔接的原则，继续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方式，落实

属地责任，完善风险处置机制。 

意见鼓励民营银行坚持特色经营，明确差异化发展战略，与现有商业银行实

现互补发展、错位竞争。 

在市场定位方面，意见指出，民营银行应着力开展存、贷、汇等基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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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鼓励民营银行探索创新“大存小贷”

“个存小贷”等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模式，提高与细分市场金融需求的匹配度。 

 

 土地督察“十三五”规划印发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成重点 

近日，记者从国土资源部获悉，我国首部土地督察发展规划《土地督察“十

三五”发展规划》印发。《规划》明确了“十三五”土地督察工作的主要目标，

其中包括：土地督察成效更加显化；土地督察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水

平显著提升；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土地督察业务体系基本

健全。 

《规划》锁定“十三五”时期国家土地督察事业的几大重点任务：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跟踪服务土地领域改革，维护土地利用和管理秩序。推进例行督察，

深化细化日常督察，统筹优化专项督察。完善对省督察的机制，探索构建部门协

同督察机制。加强土地督察制度建设，形成基本完善的土地督察工作法律法规体

系，落实完善土地督察工作相关制度。推进土地督察信息化建设，构建统一督察

业务网。整合在线土地督察统一系统平台，建立完善数据获取、更新、共享机制

等。 

 

 李稻葵：2017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下行通道 

在 1 月 8 日下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2017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下行

通道。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 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

测》报告显示，2016 年调控收紧后，首套房首付比例普遍提升至 30%，而且房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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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经过十六个月的环比上涨后处于较高位置，使得刚需的购房门槛大幅提升。

另外，经过 2016 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行情后，此轮刚性需求已近得到充分释放。

李稻葵表示，在需求全方位压缩而土地供给增加的政策影响下，2017 年房地产

市场难以形成上涨行情。 

此外，房贷杠杆的快速上涨也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抑制作用。报告显示，近

四年来，居民购房杠杆加速上涨，新增个人购房贷款占商品房销售比重从 2012

年的 17%攀升到 2016 年的 47%。李稻葵指出，由于居民购房需求很大程度上受

到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这使得当前严格限贷政策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今年钢煤去产能开场：与在产产能“拼刺刀” 

2017 年钢铁、煤炭去产能开场了，不少地方陆续开始公布 2017 年去产能的

指标。与去年一年去“浮筹”不同，今年去产能将与在产产能“短兵相接”，即

更多是去掉在产产能。 

据记者了解，在行业层面，今年钢铁去产能的三大抓手是严控违规新增产能、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调整合规产能结构实现减量发展。煤炭方面，《煤炭“十三

五”规划》明确：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 8 亿吨/年左右，通过减量置换和优化

布局增加先进产能 5 亿吨/年左右。核心政策之一仍是在 276 和 330 个工作日制

度之间进行灵活调节。 

回看 2016 年，2016 年的去产能结果都远超目标和业内预期。据中国联合钢

铁网统计，26 省市 2016 年共压减粗钢产能 8800 万吨；合并前的央企宝武分别

压缩炼钢产能 395 和 442 万吨。各省市与央企去产能之和超过全国目标的 4500

万吨。煤炭方面，据业内估算，2016 年实际退出煤炭产能或超过 3 亿吨，也超

过了原目标计划的 2.5 亿吨。 

 

 能源经济研究报告预测： 今年原油均价或升至 60 美元 

2017 年 Brent、WTI 两市价差明显减小，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呈小幅上

扬的态势。预计 Brent、WTI 原油平均价格为 60 美元/桶和 62 美元/桶，价格波

动区间为 55 美元-65 美元/桶。这是 1 月 8 日 2017 年度“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研

究报告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 

“2017年全球经济企稳回升，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尤其是新兴国家对

石油的需求拉动作用持续发力，全球石油需求有望出现超预期增长。而从供给方

面看，OPEC国家及以俄罗斯为首的非OPEC国家达成的减产协议能否顺利实行，

成为影响世界原油供给的关键因素，若减产成功，2017 年全球原油供给增幅将

显著缩小。此外，考虑到其他 OECD 国家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将出现稳中有

升局面。”《2017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下称《报告》）执笔人、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吕鑫称。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油气开发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常毓文也认为，影响

油价的第一大因素是 OPEC 减产协议的落实力度。从历史来看，相关协议执行率

在 60%左右。当前形势下，预计执行率在 80%，但不排除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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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股市：周五两市小幅回落，上证综指收盘跌 0.35% 

上周五两市小幅回落，上证综指收盘跌 0.35%报 3154.32 点；深成指跌 0.79%

报 10289.36 点；创业板跌 0.95%报 1965.03 点，成交量小幅放大。股指如期震荡

回落，连续快速的反弹，有小幅回探盘整的需要。 

资金面显示，上周五两市大单净流出资金 219.30 亿元。其中，919 只个股获

资金净流入，1916 只个股出现资金净流出，短线大单资金再度放大，值得关注。 

 

 海外股市：美股周五收涨，三大股指齐创历史新高  

美股周五收涨，三大股指齐创历史新高。道指收涨 64.51 点，或 0.32%，报

19963.80；纳指涨 33.12 点，或 0.6%，报 5521.06 点；标普 500 指数涨 7.98 点，

或 0.35%，报 2276.98 点。  

周五（1 月 6 日）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周线全部录得五连阳。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20%，报 7210.05 点，连续六日刷新收盘纪录新高，周涨 0.94%；

德国 DAX 30 指数收涨 0.12%，报 11599.01 点，周涨 1.03%；法国 CAC 40 指数

收涨 0.19%，报 4909.84 点，周涨 0.98%。 

 

 债券市场：周五 Shibor 利率持续两极分化 短期品种大幅下跌 

上周五，Shibor 利率持续两极分化，短期品种大幅下跌，中长期品种大幅上

扬。隔夜 shibor 跌 1.8 个基点报 2.1120%，7 天期 shibor 跌 3.3 个基点报 2.4410%，

14 天期 shibor 跌 1 个基点报 2.7820%，1 个月期涨 5.23 个基点报 3.4101%，创

2015 年 6 月 30 日以来新高，连涨 41 个交易日并创 2010 年 6 月初以来最长连涨

纪录；3 个月期涨 10.04 个基点报 3.4388%，创 2014 年 12 月 12 日以来最大涨幅，

利率创 2015 年 5 月 14 日以来新高，连涨 56 个交易日，是 2010 年底以来的最长

连涨周期。 

 

 外汇市场：周五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跌 413 个基点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五，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收盘价报 6.923，较

上一交易日跌 413 个基点，基本回吐昨日涨幅，盘中最低触及 6.9399，逼近 6.94

关口，本周累计上涨 265 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 652 个基点报 6.8538，失

守 6.85 关口，两岸价差逾 700 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升 639 个基点报

6.8668，创 2005 年 7 月以来最大升幅。 

 

 石油期货：周五 WTI2 月原油期货收涨 0.4% 

上周五，WTI2 月原油期货收涨 0.23 美元或 0.4%，报 53.99 美元/桶，周涨

0.5%，连续第四周上涨。布伦特 3 月原油期货收涨 0.21 美元或 0.4%，报 57.10

美元/桶，周涨 0.5%。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蓝筹绩优股｜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正式签订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成为国务院出台《基本养老保险投资

金融市场 



                                                     2017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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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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以来，第一个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合同的省份。这标志着广西

壮族自治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5G | 科技部在日前召开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新闻发布

会宣布，“十三五”期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3 专项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

通信网”将延续，并转为以 5G 为重点，以运营商应用为龙头带动整个产业

链各环节的发展，争取 5G 时代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天风证券称，即便债市遇到了流动性问题，但央行货币政策的口径仍保持紧

平衡，继续“挤泡沫”。债市虽调整的幅度有限，但从时间上看还远没到位。 

 

 华创资管称，货币政策已经转向稳健中性，2017 年的看点在于央行会不会加

息，公开市场利率提升还是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债券市场波动不会小。。 

 

 兴证固收称，2016 年转债跌幅近 12%，转债价格和估值多数时间处于高位是

最主要的问题，致使上涨过程多蹒跚，跟涨能力差，但跌起来很快，缺乏机

会；综合考虑股市、债市、条款、股市、供需等角度，转债 2017 年机会或

相对有限，但大跌的风险或相对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