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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744.8500  0.8252  

台湾加权指数 9,349.6400  0.0773  

日经指数 19,301.4400  -0.7859  

海峡时报指数 3,006.0200  0.8211  

汉城综合指数 2,045.1200  -0.1786  

道琼斯 19,855.5300  -0.1602  

纳斯达克 5,551.8200  0.3615  

标准普尔 500 2,268.9000  0.0000  

富时指数 7,275.4700  0.5209  

法兰克福指数 11,583.3000  0.1670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6987 -0.6258 

澳元 0.7371 0.2312 

瑞郎 1.0167 0.1379 

人民币 6.9184 -0.2451 

港元 7.7547 0.0000 

欧元 1.0554 -0.1608 

英镑 1.2176 0.1151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0.78 -1.01  

布伦特原油 $53.63 -1.19  

纽约天然气期货 $3.264 0.14  

 

提要 

主要外汇报价 

能源报价 

主要市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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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发改委：预计中国经济 2016 年增长为 6.7% 

 银监会：今年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统计局:中国 12 月 CPI 同比上涨 2.1% 略低于预期 

 国企功能界定分类完成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分类推进 

 产业动态 

 发改委：正在制定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长效机制 

 基金业协会：基金业绩的基础，不是短期炒作上市公司股票 

 银行业首例区块链应用将业务流程缩减超六成 

 俄油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订延长石油供应协议 

 大庆、胜利两大油田去年减产 500 万吨 国内石油对外依存度或达

65%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周二上证综指收盘跌 0.30%报 3161.67 点 

 海外股市：周二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纳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

收盘新高   

 债券市场：隔夜 Shibor 转为上涨 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 

 外汇市场：在岸人民币收报 6.9242 元 较上日收盘涨逾百点 

 石油期货：周二纽约原油期货收跌逾 2% 创逾一个月以来新低 

 机构策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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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预计中国经济 2016 年增长为 6.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国务院新闻

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介绍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徐绍史表示，2015 年的年底和 2016 年的年初，由于最近几年来我们经济运

行持续的、缓慢的回落，特别是 2015 年一季度 7.0%、二季度 7.0%、三季度 6.9%、

四季度 6.8%，也是在缓慢回落。因此，前年年底和去年年初，大家对中国经济

的运行并不乐观，甚至有点担忧。其实，看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两个视角，一是中

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它的速度在变化，结构在优化，动力在转换，要从这个角

度来看。二是要看中国经济的态势、走势和趋势，这样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而且确保中国经济运行

在合理的区间。 

 

 银监会：今年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银监会网站 10 日消息，在 2017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安排部署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切实发挥债委会作用，支持去产能；

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支持去库存；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会议部署下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重点工作包括如下： 

切实发挥债委会作用，支持去产能。债权人委员会不仅是加大银行资产保全

力度的风险缓释手段，更是银行业通过优化信贷结构、贯彻落实中央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政策精神的重要举措。通过债权人委员会，对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

领域、有发展前景、技术先进的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对于长期亏损、失去

清偿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要制定清晰可行的资产保全计划，稳妥有序推动企业重

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对于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一律不得给予授

信。 

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支持去库存。着力优化贷款结构，全力支持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大力支持西部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有保

有压，对于低质低效、无法转型、丧失市场的“僵尸企业”，稳妥有序实现市场

出清，对于产能过剩行业中有效益、有市场、有竞争力暂时面临困难的企业，要

区别对待继续给予支持。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坚决退出环保排放不达标、严

重污染环境且整改无望的落后企业。分类实施房地产金融调控。 

 

 统计局:中国 12 月 CPI 同比上涨 2.1%,略低于预期 

1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016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 CPI 环比上涨 0.2%，同

比上涨 2.1%（预期 2.2%）；PPI 环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5.5%。 

2016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2.1%。其中，城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1.9%；食品价格上涨 2.4%，非食品价格上涨 2.0%；消费品价格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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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1.8%，服务价格上涨 2.5%。2016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2.0%。 

2016 年 12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5.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上涨 1.9%，同比上涨 6.3%。2016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下降 1.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2.0%。 

 

 国企功能界定分类完成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分类推进 

 国企功能界定分类目前取得积极进展。《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国企功能界定分类

基本完成，定量复核后即可公布，与之相配套的分类考核方案也已经制定。这意味着，分类

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提速。 

“国企功能界定分类是今明两年国企改革的一项重点和难点。”国资委副主

任张喜武表示，对国有企业分类，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国企包括央企战略定位不清、

考核针对性不强也不尽科学的问题。国有企业可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两类企

业的共同点是，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融入到市场经济，

都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都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记者了解到，按照目前国有企业分类，国企被分成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

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特征，一是发展目标有所不同。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

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主业处

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应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发改委：正在制定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长效机制 

国新办 1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发布会上表示，最近房

价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正在制定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一些法

律法规规定和财政金融政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介

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徐绍史

是在回答有关“三去一降一补”相关问题时作出上述回应的。 

谈及房地产去库存，徐绍史指出，连续 9 个月库存都在下降。去库存，现在

我们碰到的矛盾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相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分城施策。最近房价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正在制定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

长效机制，包括一些法律法规规定和财政金融政策。 

 

 基金业协会：基金业绩的基础，不是短期炒作上市公司股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在 2017 年中英资产管理行业圆桌会议上

表示，基金业绩的基础是企业的价值和成长，不是短期炒作上市公司股票，或是

简单博取企业上市价差回报得来的。基金管理人要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买方优势和

专业化价值，推动所投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切实维护投资者

利益，让资本真正有效植根实体经济。 

据洪磊介绍，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经过 18 年的积极变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

金融力量。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资产规模达到 51.65 万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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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39%。 

在谈到如何践行绿色投资时，洪磊认为资管行业要从大处着眼，在小处着手，

打造绿色投资文化，积极学习、勇于尝试，将海外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最终

发展、形成有益的中国经验，并推广复制到更多绿色投资领域。 

 

 银行业首例区块链应用将业务流程缩减超六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合作方 IBM 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作为首例将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国内银行，邮储银行在资产托管业务场景

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中间环节的缩减、交易成本的降低及风险管理水平的

提高。 

该系统自 2016 年 10 月上线以来，已完成 100 多笔交易，将原有业务流程缩

短了约 60%～80%。当前参与主体共 4 个，主要来自券商和基金。资产托管业务

在交易流程中涉及多方参与，包括资产委托方、资产管理方、资产托管方，以及

投资顾问等在内的多个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单笔交易金额大、参与方多，交易

方大多依托于电话、传真以及邮件等方式反复进行信用校验，费时费力。 

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共享账本、智能合约、隐私保护、共识机制四大机制，可

实现信息多方实时共享，免去重复信用校验过程。区块链还有助审计方和监管方

快速获取信息。 

 

 俄油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订延长石油供应协议 

近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Rosneftegaz）在一份声明中称，已与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延长了一份石油供应

协议，将在 2023 年前向中国供应原油。 

该协议将把通过哈萨克斯坦运输的原油总量提高到 10 年 9100 万吨，包括此

前已运送的 2100 万吨。俄油 1 月 4 日刚结束与卡塔尔投资和嘉能可之间的出售

俄油 19.5%股份的交易，实现私有化，这份协议是对 2013 年协议的一次修订，

增加石油供应量。 

 

 大庆、胜利两大油田去年减产 500 万吨 国内石油对外依存度或达 65% 

官方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两大标杆油田——大庆和胜利油田

分别生产原油 3656 万吨和 2390 万吨，较 2015 年分别减少 182.6 万吨和 320 万

吨，合计减产逾 500 万吨。记者昨天从有关渠道获悉，今年两大油田减产脚步不

会停止，但产能降幅有所收窄。 

考虑到近年国内并无大型油田投产，两大油田产量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国内原

油总产量的下滑。而为了弥补这一供给缺口，中国必然会加大对海外原油的进口。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原油对外依存度持续大幅攀升，预计去年就可能已攀升至

65%。 

 

 

 

 沪深股市：周二上证综指收盘跌 0.30%报 3161.67 点 

周二两市小幅下跌，上证综指收盘跌 0.30%报 3161.67 点；深成指跌 0.25%

报 10306.34 点；创业板跌 0.51%报 1951.68 点，成交量微幅放大。股指小幅震荡

金融市场 

http://gongsi.hexun.com/fc_70.s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ycyh/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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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探，短线盘整行情继续。 

资金面显示，周二两市大单净流出资金 157.15 亿元。其中，954 只个股获资

金净流入，1883 只个股出现资金净流出，短线大单资金出逃再度放大，值得关

注。 

 

 海外股市：周二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纳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二（1 月 10 日）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收涨 20 点或 0.36%，报 5551.82 点，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收盘纪录新

高，盘中最高触及 5564.25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 31.85 点或 0.16%，报

19855.53 点。标普 500 指数收平，报 2268.90 点。 

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52%，报 7275.47 点，连

续第九个交易日刷新收盘纪录新高，盘中最高触及 7284.81 点；德国 DAX 30 指

数收涨 0.17%，报 11583.30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 0.01%，报 4888.23 点。 

 

 债券市场：隔夜 Shibor 转为上涨 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 

周二，隔夜 Shibor 转为上涨，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隔夜 shibor 涨 0.2 个基

点报 2.0960%，7 天期 shibor 跌 1.1 个基点报 2.3990%，14 天期 shibor 跌 0.3 个

基点报 2.7620%，1 个月期涨 5.76 个基点报 3.5314%，3 个月期涨 3.88 个基点报

3.5481%，创 2015 年 5 月 14 日以来新高。 

 

 外汇市场：在岸人民币收报 6.9242 元 较上日收盘涨逾百点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16:30 官方收盘价报 6.9242 元，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

涨 102 点，较上一交易日夜盘收盘涨 88 点。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报 6.8895 元，日内跌 87 点；两地价差缩小至 347 点。 

美联储加息步伐不确定性使得美元小幅走弱。根据央行委员利率预测的点阵

图，美联储 12 月暗示 2017 年至少三次加息。但交易者仍表示怀疑。Investing.com

的美联储利率观测器显示市场认为今年仅有两次加息。 

 

 石油期货：周二纽约原油期货收跌逾 2% 创逾一个月以来新低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二（1月10日）WTI原油期货收跌1.14美元或2.19%，

报 50.82 美元/桶，创 2016 年 12 月 7 日以来收盘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1.30

美元或 2.37%，报 53.64 美元/桶。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内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去年 12 月原油出口量创历

史新高的消息传出后，OPEC 签署的旨在限制全球原油产量的协议笼罩上了一层

厚厚的疑云。 

周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近 4%，此前伊拉克石油部报告称，伊拉克南部

地区的巴士拉港口(Basra)12 月份的原油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 351 万桶/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转股｜银监会召开 2017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

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坚持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转股

债权以及转股价格和条件，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

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http://114.80.154.46/ns/findsnap.php?ad=0&sitetype=1&sourcetype=1&id=39366221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version=14.3.3.46107
http://114.80.154.46/ns/findsnap.php?ad=0&sitetype=1&sourcetype=1&id=39366221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version=14.3.3.46107
http://114.80.154.46/ns/findsnap.php?ad=0&sitetype=1&sourcetype=1&id=39366221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version=14.3.3.4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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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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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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2017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介绍 2017

年科技发展改革工作时指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将尽快编制完成

实施方案，并编制完成人工智能专项规划。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中信证券称，随着地产周期见顶，今年经济基本面逐渐步入类滞涨，CPI 同

比或在下半年出现回落；2017 年决定政策松紧关键不在于基本面的强弱，而

是金融风险的大小；央行去杠杆还在进行时，新的趋势性行情短期难现；目

前 10 年期国债合理的波动区间是 3%-3.5%，关注季末流动性风险。 

 

 申万宏源称，近期信用债回暖，短久期信用债收益率下行明显的特点，对于

部分基本面较好的行业，短久期配置已经开始；较长久期信用债仍然以修复

前期超调为主，前期调整较大的行业利差有所收窄；基建债近期表现较好，

予以适当关注。 

 

 国泰君安称，未来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如果加剧，利好

黄金、美元、军工股、工业品，对债券、房地产、人民币汇率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