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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935.3500  0.8376  

台湾加权指数 9,345.7400  -0.0417  

日经指数 19,364.6700  0.3276  

海峡时报指数 3,000.9400  -0.1690  

汉城综合指数 2,075.1700  1.4694  

道琼斯 19,954.2800  0.4973  

纳斯达克 5,563.6500  0.2131  

标准普尔 500 2,275.3200  0.2830  

富时指数 7,290.4900  0.2064  

法兰克福指数 11,646.1700  0.5428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7043 0.8015 

澳元 0.7441 0.9497 

瑞郎 1.0142 -0.2459 

人民币 6.9369 0.2674 

港元 7.7547 0.0000 

欧元 1.0583 0.2748 

英镑 1.2214 0.3121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3.19 2.41  

布伦特原油 $55.33 1.70  

纽约天然气期货 $3.28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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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国务院：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 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央企负责人会议 12 日召开 四大改革强力推进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 

 中国制造 2025 试点城市将大扩围 

 产业动态 

 债转股协议投资额超 3000 亿 四大行未暂停相关业务  

 重庆市房管局：主城少量楼盘价格出现异常现象 

 欧佩克减产留隐患 欧洲原油东运亚洲大玩套利游戏 

 中储粮与中储棉正式重组 企业资产规模达 1.47 万亿元 

 调减籽粒玉米 3000 万亩 农业供给侧改革放开步子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周三两市再度下跌 上证综指收盘跌 0.79% 

 海外股市：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 纳指收盘纪录再创新高  

 债券市场：周三隔夜 Shibor 连续两日上涨 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 

 外汇市场：周三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 6.9266 贬 25 个基点 

 石油期货：周三 WTI 2 月原油期货收涨 1.43 美元或 2.81% 

 机构策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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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 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政策措施，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城管

执法统一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管理办法，推进规范文明执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通过《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序扩大和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股权

融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使金

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确定，一是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发挥其主要服务所在省

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积极作用。对目前跨区域经营的，要抓紧调整规范。

二是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区域性股权市场由 1 家机构负责运营。对同区

域多家运营机构的，要积极稳妥整合。三是实行合格投资者制度。 

 

 央企负责人会议 12 日召开 四大改革强力推进 

一年一度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定于 12 日召开，在总结 2016 年改革成果的

基础上，将部署 2017 年改革计划。2017 年省级地方两会近日拉开帷幕，国企改

革无疑是会议焦点。 

业内人士指出，2017 年是央企改革落地年，也是地方国企改革取得明显成

效之年。国企改革将全面进入落实阶段，预计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投资运营平

台、兼并重组、资产证券化力度将不断加大。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表示，国资委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将为今年

国企改革定向、定调、定点、定盘。预计今年国企改革将主要聚焦五件大事，即

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改革、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加强党建。

这五件大事将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尤其是混合所有制如何突破有望在此次会议

上得到进一步明确。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和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政府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

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等公共资源。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

曲、配置效率较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

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

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中国制造 2025 试点城市将大扩围 

财经要闻 

 

http://news.hexun.com/2013/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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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获悉，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落地，

工信部将在 2017 年修订和完善“中国制造 2025”分省市指南，引导地方差异化

发展和重点领域生产力合理布局；同时深化城市（群）试点示范，推进 20 到 30

个基础条件好、示范带动强的城市先行先试；启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卓越提升计划，确定首批“中国制造 2025”卓越提升试点示范基地，以上述三

项措施形成中央、省、试点城市、产业基地协同推进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多个渠道确认，继 2016 年 8 月宁波成为首个“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后，武汉、泉州、成都等多个城市近期也正式通过专

家组审批，成为第二批“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目前，还有超过 30 个

城市已向各级工信主管单位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申请，另

有多地正在组织编写“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根据工信部工

作安排，今年将有 20 到 30 个城市成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债转股协议投资额超 3000 亿 四大行未暂停相关业务  

1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其官网公告称，我委发现网上流传一篇“四

大行债转股工作全面暂停发改委明令禁止‘明股实债’”文章。我委特此声明：

文章中涉及我委的内容不实，纯属编造，我委保留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权

利。 

对于此前传闻，某国有大行债转股业务负责人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属于谣言，近期发改委并未就债转股业务开过会，该行也未接到发改委的类似

通知。市场化债转股作为一项常规业务，我们一直都在推进。” 

不过，他也表示，监管层鼓励的是做真股，实施真正的债转股，真正成为股

东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但并未叫停“明股实债”。 

 

 重庆市房管局：主城少量楼盘价格出现异常现象 

据华龙网 1 月 11 日晚间消息，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重

庆市主城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异常现象，主要表现为个别区域和少量高端、滨江区

域的楼盘成交量和价格出现异动。大多数楼盘的价格是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供求

关系是平衡的，能够满足广大群众自住购房需求。 

发言人指出，此次主城少量楼盘价格出现异常现象，并没有其他特殊和异常

因素的影响，而是极少数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企图通过编

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进行舆论炒作，实现房价快速上涨牟取暴利，引起市外少数企

图炒房者的跟风，以及市内购房者的担忧。 

针对“炒房”的应对措施，发言人介绍，将坚决按照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多措并举，坚决遏制“炒房”，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销

售，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正常居住购房需求。 

 

 欧佩克减产留隐患 欧洲原油东运亚洲大玩套利游戏 

路透报道，欧洲及中国交易商本月从北海和阿塞拜疆运往亚洲的原油达

2200 万桶，创下纪录新高，他们试图填补欧佩克减产后可能出现的任何供应缺

口。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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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消息人士及路透数据，为了向亚洲销售北海原油以进行套利，由贸

易商维多（Vitol）及摩科瑞（Mercuria）、欧洲石油业巨擘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

团以及中国炼油企业联合石化（Unipec）承租的七艘超级油轮，已经将欧洲原油

交付给中国和韩国，或将在本月到货。一名了解交易情况的资深交易员称：“亚

洲需要石油，而欧洲有石油。欧佩克减产推动油价上涨，现在将欧洲石油运往亚

洲有利可图。” 

路透石油贸易流向数据显示，超过 1100 万桶北海福尔蒂斯原油（Forties）

已在亚洲卸货、或正在运往亚洲途中，另外从阿塞拜疆运出的 Azeri 原油也达到

创纪录的 1100 万桶。这些地区的出口数量创纪录之际，各界预期欧佩克减产以

支撑油价的行动将造成中东原油供应吃紧。 

 

 中储粮与中储棉正式重组 企业资产规模达 1.47 万亿元 

中国经济网北京 1 月 11 日讯，经国务院批准，中储粮总公司和中储棉总公

司实施重组，中储棉总公司无偿划转并入中储粮总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1

月 11 日，中储粮与中储棉重组大会在京举行，标志着两家央企重组工作正式实

施。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副主任张喜武、国务院派驻中储粮总公司监事会主席

郜风涛出席重组大会，郝鹏在重组大会上讲话。 

据悉，中储粮总公司与中储棉总公司均以重要农产品储备经营管理为主业，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宗旨，两家企业使命一致、业务相近，具备整合重

组的良好基础。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企改革和健全国家储备制度的有关精神，为

进一步增强保障国家重要农产品安全能力，中储粮总公司与中储棉总公司于

2015 年底共同提出重组申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两

家企业重组整合进入落地实施阶段。这将成为中央储备事业和中储粮总公司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调减籽粒玉米 3000 万亩 农业供给侧改革放开步子 

人民日报消息，“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籽粒玉米共调减 3000 万亩种植面

积，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农业供给侧改革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

收可持续”，向深处推进。 

调整结构不含糊。着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把多余的产能坚决调下来。这一

年，以玉米为重点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农业部出台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和

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调减“镰刀弯”等非优势区玉米面积，扩

大粮豆轮作和粮改饲试点范围。以生猪和草食畜牧业为重点推进畜牧业结构调

整，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减转移 1600 万头。急缺的产能坚决补

上去。这一年，农业部召开奶业振兴大会，以中国奶业 20 强为龙头引领奶业振

兴。畜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56%，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 65%。 

提高供给质量不含糊。突出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调优品质结构。这一年，

我国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新建成果菜茶标准园 800 个，创建畜禽水产养殖示范

场 6851 个。扎实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首批命名 107 个县（市），

加快全程监管和追溯体系建设。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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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股市：周三两市再度下跌 上证综指收盘跌 0.79% 

周三两市再度下跌，上证综指收盘跌 0.79%报 3136.75 点；深成指跌 0.88%

报 10215.48 点；创业板跌 0.72%报 1937.55 点，成交量再度缩小。股指小幅下挫，

短线回调再起，较预期要弱，但目前仍在均线支撑位之上。 

资金面显示，周三两市大单净流出资金 274.01 亿元。其中，674 只个股获资

金净流入，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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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 纳指收盘纪录再创新高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1 月 11 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收涨 11.83 点或 0.21%，报 5563.65 点，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创收盘纪

录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98.75 点或 0.50%，报 19954.28 点。标普 500

指数收涨 6.42 点或 0.28%，报 2275.32 点。  

周三（1 月 11 日）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21%，

报 7290.49 点，连续十日刷新收盘纪录新高，盘中最高触及 7328.51 点；德国 DAX 

30 指数收涨 0.54%，报 11646.17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涨 0.01%，报 4888.71

点。 

 

 债券市场：周三隔夜 Shibor 连续两日上涨 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 

周三，隔夜 Shibor 连续两日上涨，中长期品种继续上扬。隔夜 shibor 涨 0.8

个基点报 2.1040%，7 天期 shibor 跌 0.9 个基点报 2.3900%，14 天期 shibor 跌 0.9

个基点报 2.7530%，1 个月期涨 3.48 个基点报 3.5314%，3 个月期涨 3.27 个基点

报 3.5853%，创 2015 年 5 月 14 日以来新高，连涨 59 个交易日。 

 

 外汇市场：周三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 6.9266 贬 25 个基点 

证券时报网 1 月 11 日讯，周三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报 6.9267，较上一

交易日跌 25 基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涨 106 个基点报 6.8996，盘中最高触及

6.8878。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 1 个基点报 6.9235。 

 

 石油期货：周三 WTI 2 月原油期货收涨 1.43 美元或 2.81%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三（1 月 11 日）WTI 2 月原油期货收涨 1.43 美元

或 2.81%，报 52.25 美元/桶。布伦特 3 月原油期货收涨 1.46 美元或 2.72%，报

55.10 美元/桶。 

沙特原油行业消息人士周三表示，沙特已经削减 2 月份针对印度和东南亚客

户的原油供应量，从而配合 OPEC 的减产行动，不过沙特对其他亚洲客户的原油

供应将保持稳定。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报告称，截止 1 月 6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409.7 万桶，昨日美国石油协会(API)报告原油库存增加 150 万桶，而接受标普全

球普氏能源资讯调查的分析师预计增加 175 万桶。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工业 4.0｜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落地，工信部将在 2017 年修

订和完善“中国制造 2025”分省市指南，引导地方差异化发展和重点领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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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合理布局；同时深化城市（群）试点示范，推进 20 到 30 个基础条件好、

示范带动强的城市先行先试；启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卓越提升计

划，确定首批“中国制造 2025”卓越提升试点示范基地，以上述三项措施形

成中央、省、试点城市、产业基地协同推进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国企改革 | 一年一度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定于 12 日召开，在总结 2016

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将部署 2017 年改革计划。2017 年省级地方两会近日

拉开帷幕，国企改革无疑是会议焦点。在企业层面，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成立后投向 A 股上市公司的第一单“花落”中国中冶。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中信证券称，短期通胀企稳，但 1 月在季节因素作用下可能出现的反弹以及

中期可能在 PPI 传导下出现的走高，除此之外商品市场的火爆也会导致资金

分流，对债市有一定压力，同时建议投资者留意节前流动性状况，谨慎为上，

根据利率调整高度和基本面供需缺口情况博弈波段机会。 

 

 国金证券称，基于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2017 年一季度，经济机构过热概率

较大，货币政策保持边际收紧，大类资产的表现为商品＞股票＞现金＞债券；

商品或是一季度表现最好的资产，而债券则相对较弱，当然利率好于信用。 

 

 民生固收称，当前风险仍然没有释放完毕，展望后市，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

下，债市或将面临表内资金购买同业理财需要真实计提风险、统一授信监管

趋严、表外业务“回表”三个风险点；在监管手段进一步升级，风险仍未完

全释放的情况下，债市不确定性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