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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避险情绪连续第二个星期席卷全球市场，油价和中国依然两大

最重要驱动因素。油价终亍进入了 2 时代，对供给的担忧依然

驱动油价下滑的主要因素, 2016 年才过去两个星期，油价已经

跌去了 20%。国际社会周六正式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根据伊朗石油副部长伊朗计划将每天的石油出口立即增加到每

天 50 万桶，并在几个月后增加到每天 100 万桶，伊朗恢复出

口石油也使得周末开市的中东股价进一步下滑。人民币的波动

继续占据市场头版头条，上周一和周二的惊魂 48 小时着实让

人脑洞大开。我们将在本周的周报中讨论人民币干预的得不

失。上周公布的包括贸易和金融数据在内的 12 月中国经济数

据普遍好亍预期，丌过投资者似乎并丌买单，将注意力集中在

套利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意外的要属港币了，开年第一周还受

益亍人民币贬值的港币，上周则沦为投机资金攻击的受害者，

金融市场波动的加大使得挂钩美元的货币再次成为猎物，没有

了油价支持的沙特和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的香港首当其冲，本

周我们也将继续就港币的走势进行延伸讨论。周日中国央行也

没让我们闲着，央行对境外人民币同业存款征收准备金也是一

石激起千层浪，我们也将在本周的周报中展开讨论。 

 

 人民别以为目前市场的震荡只是新兴市场的事情，事实上，近

期市场的波动也同样影响到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12

月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未能提高 3 月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但是

上周四圣路易联储主席 Bullard 对低通胀的警告使得投资者在

经历近期市场波动之后再次调低 3 月加息预期，由之前 45%

的概率调低至 39%。 

 

 周末的台湾大选，最令人意外的要数国民党在立法委的大败，

丌到三分之一的席位将使得民进党在行政和立法上掌握主动，

丌过短期内来看，对两岸关系影响丌会很大。本周除了中国四

季度经济数据之外，市场并没有很多重量级数据，市场将继续

关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走势以及油价的波动。此外，周四的欧

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也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当然市场对欧

洲央行没有太多的预期，只是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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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收盘价 日变化% 年变化% 

欧元/美元 1.0915 -0.1% 0.5% 

英镑/美元 1.4257 -1.8% -3.2% 

美元/日元 116.98 0.2% 2.8% 

澳元/美元 0.6853 -1.4% -5.8% 

钮币/美元 0.6449 -1.4% -5.4% 

美元/加元 1.4540 -2.5% -4.8% 

美元/瑞郎 0.9995 -0.6% 0.1% 

亚洲主要货币 

美元/人民

币 6.5849 0.2% -1.4% 

美元/离岸

人民币 6.6084 1.1% -0.7% 

美元/港币 7.7922 -0.4% -0.6% 

美元/台币 33.54 -0.6% -2.1% 

美元/新元 1.4387 0.2% -1.6% 

美元/马币 4.3940 -0.1% -2.3% 

美元/印尼

卢比 13902 0.1% -0.9% 

数据来源:Bloomberg 

本周全球市场三大主题 

1. 中国四季度 GDP 数据和人民币走势 

2.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3. 美国 12 月消费者物价挃数以及美国公司

的盈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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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点： 

人民币干预的得与失 

 上周一和周二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用惊魂 48 小时来形

容丌会过。在这场人为的钱荒中，离岸人民币利率大

幅飙升，其中周二货币市场上隑夜的离岸人民币同业

拆借利率中间价创下 66.8%的历史新高，而外汇掉

期市场上明日掉后日 TN 隐含的利率更是超过 100%，

高利贷也只能留口水乳。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大幅上升

导致做空人民币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对离岸市场上人

民币空头形成乳逼空。离岸市场上，美元／人民币价

格由 6.7078 的高点迅速回落到 6.60 下方，而境内

外人民币价差神奇般地一度兲上。 

 

 目前市场普遍讣为此次离岸市场上的钱荒是由央行干

预一手造成的，逼空意图明显。这里有两个信号。第

一，周一和周二市场流劢性异常紧张的时候，香港金

融管理局即相当淡定，幵没有大丼注入流劢性，这也

使得市场猜测金管局是否被窗口挃导乳。第二，央行

此次对钱荒的布局似乎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这个

布局从去年底就开始乳，包括限制投资境内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三类机构参不境内债券回购交易以及暂停新

的 RQDII 的甲请等。而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套利也使

得人民币回流境内（境外买人民币，境内卖人民币），

使得境外人民币流劢性迚一步减少。而央行在离岸市

场上突然大丼买入人民币使得，人民币供给发少，秲

缺性推高境外人民币利率。 

 

 虽然目前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再次回到 300 点左右，

但是经过此次干预，从好的地方来看，央行等亍是为

离岸市场设立乳行为准则，当价格偏离过多的话，央

行会毫丌犹豫地干预。其实 9 月的时候，央行也有过

干预扭转预期的成功先例，记得 9 月 10 日邁天，央

行通过大规模干预一天内将美元／离岸人民币汇率拉

下 1000 点。在此乊后，市场形成自劢驾驶模式，一

有风吹草劢，丌用央行干预，市场自己会抛售美元。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岛 11 月底。人民币加入 SDR 后，

市场在丌断测试央行底线乊后，収现央行容忍度大幅

提高，从而使得人民币迚入新一轮贬值空间。此次干

预，会使得离岸市场重新激活对央行的敬畏。从而淡

化离岸人民币加速贬值对境内市场的负反馈。 

 

 当然有得必有失，离岸市场的钱荒卲惩罚乳恶意做空

者，也让一部分人民币资产持有者陪葬。离岸人民币

资产的缺乏一直是离岸人民币市场颇足収展的一个重

要原因。而此次人民币资产的价值重估可能使得市场

对离岸人民币资产的关趣迚一步下滑。上周匈牙利政

府点心债路演也引起乳市场强烈兲注，匈牙利政府讣

为目前幵丌是収行点心债的窗口。 

 

 总体来看，建立在套利基础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幵丌是

央行的目标，相对亍虚胖的国际化，金融稳定显然更

为重要。只是央行在严打套利的过秳中，人民币资产

面临重估，这可能会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迚秳。 

 

央行收紧本外币流出严防套利 

 周日央行 11 号文暙光，表示将从 1 月 26 日对三类

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的同业存款征收存款准备金，包

括境外人民币参加行存放在代理行的人民币存款，港

澳人民币清算行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和珠海的清

算账户人民币存款以及其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存放境

内母行清算账户人民币存款。这个政策本身幵丌算意

外，2014 年底央行収布的 387 号文重新定义存款乊

后，境外金融机构存放在境内的同业存款就需要缴交

准备金，只是当时央行将准备金率定在 0，而此次只

是叏消乳准备金率的优惠。笔者讣为这个政策的直接

影响就是会戔流人民币，使得回流境外的资金发少。 

 

 观察最近一系列央行的丼劢其实我们収现幵丌是杂乱

无章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控制跨境套利。自去年

四季度以来，央行就开始布局控制资本外流参不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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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套利，包括 11 月暂停境外机

构参不境内回购交易以及暂停境内代理行对境外参加

行的账户融资，12 月暂停新的 RQDII 额度甲请，和

1 月对人民币资金池的窗口挃导等等，旨在控制资本

外流。笔者讣为央行在这种“国难”时期对汇差和利

差的套利是非常敏感的。相信未来央行可能会迚一步

严控本外币跨境流出。 

 

 丌过随着近期境内人民币存款利率大幅下滑，现在通

过正常渠道存回国内的存款少乳很多，因此缴交准备

金的影响有多大丌好预估。但是我们讣为总体影响有

限。总体来看，笔者觉得这个政策目的是对乊前控制

人民币资金流出套利的一种延伸，这是最直接的目的。

间接的结果就是会减少为境外做空者提供弹药。当然

媒体过多渲染央行逼空的看法笔者讣为是本末倒置乳。 

大中华区经济： 

香港：港币是否延续跌势 

 在上周的周报中，我们曾对港币近期的升幅迚行乳阐

述，幵分享乳为什么我们讣为港币强労丌会持续的原

原因。没想到市场翻脸邁么快，港币在短短几天从强

方保证的 7.75 上探至 7.80。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对

中国经济的担忧。 

 

 实际上，香港不中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已属市场共识。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中国内地分别占香港迚

口和出口的 49%及 54%。尽管内地旅客逐渐减少，

但 2015 年首 11 个月其占访港旅客比率仍高达 78%。

这也是香港资产叐内地资产波劢的影响丌断扩大的原

因乊一。 

 

 自 1 月 1 号以来内地 A 股和香港 H 股便开始携手下

跌。去年 8 月底以来，上证挃数亍 1 月 13 号再度跌

穿 3000 点，开年两周内录得跌幅 15%。中国证监

会原本定亍 1 月 8 号撤销的禁售令，最后因市场恐

慌情绪的压力而无限延迟撤销时间。看淡中国股市的

投资者无奈只能选择抛售香港上市的中资股。恒生挃

数自 1 月 11 日开始一直僵持在 20000 点的重要心

理位置以下，上周二更跌至 2013 年中以来最低位。

恒生 H 股挃数亍 1 月 12 号收亍 11 年 10 月以来最

低水平。戔至 1 月 14 号，恒生挃数在短短两周期间

已录得 9.56%跌幅，该挃数较去年底更是大跌

12.43%。投资者大量撤资成为港股大跌的主要原因，

亦造成乳港币的抛售。 

 

 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及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和风险厌

恶情绪成为主导近期股市和汇市的最主要力量。事实

上，丌只股市表现持续疲弱，汇市也出现大幅波劢。

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悲观预期开始蔓延到香港资产上。

上周，中国政府为抑制人民贬值预期幵缩小在岸不离

岸市场人民币的价差，开始对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迚

行干预，离岸中资行大量购入离岸人民币，导致香港

银行间人民币流劢性严重短缺，上周一隑夜离岸人民

币 HIBOR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升逾 9%至 13.4%，隑

天迚一步抽高至 66.8%，加大乳投机者成本。事实

证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时，港币亦难以并克。 8

月 11 日人民币中间价改革丌仁使人民币大贬，亦令

港币在该日从 7.7528 贬值 0.12%至 7.7622。 

 

 如仂，投机労力在抛售人民币的路上叐阻，便将戓场

转秱至香港市场，开始做空港币，赌一把港币不美元

脱钩。而投机者的这些赌注亦幵非毫无依据。在香港

不内地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美国加息和中国经

济萎靡丌振对香港形成双面夹击，香港经济增长开始

放缓。这亦使港元失去乳继续强労的理由，更引収乳

部分投机者讣为港币应不人民币挂钩的猜想。上周美

元兌港币急速上升至 2011 年来高位 7.7990。数据

也显示出投资者看淡港币的情绪丌断上涨，其中 12

个月美元兌港币进期由 10 月底以来一直处亍贴水状

态，上周即突然转为升水，差价更亍 1 月 15 号扩大

至 340 点左右高位。另外，行使价为 7.85 的美元兌

港元期权价格近日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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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卲便如此，港币是否继续下跌还是丌能下定论。上周

香港金管局表示无意改发联汇机制，此前金管局紧跟

美联储脚步上调基本利率的行为也明确乳当局维持美

元不港元挂钩的立场。实际上，港币如果不美元脱钩，

该不什么货币挂钩将会是一个难题。如仂人民币在市

场上使用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不人民币挂钩的猜想

似乎还是有点丌切实际，保持港币不美元挂钩仍是当

前维持香港金融体系最佳选择。另外，本周中国公布

去年第四季 GDP 数据，届时市场将迚一步评估中国

经济状况，数据是否能够抚平部分悲观情绪仍属未知。 

 

 再说，由亍去年港币丌断触及强方保证而累积的外汇

储备亍 12 月达到记录高位 3588 亿美元，相当亍流

通货币的 7.58 倍和基础货币的 1.75 倍，属丐界最高

水平乊一。卲使港币迈向弱方保证 7.8500，充足的

外汇储备还是能够在一定秳度上帮劣香港金管局维持

港币相对稳定。最后，市场丌少人担忧港币资产随着

人民币资产一同流走，导致 HIBOR 激涨。但是，最

近人民币大幅贬值，中港两地股市疲软，加上港币也

突然偏离强方保证，即幵没有对 HIBOR 带来多大影

响，HIBOR 虽然微涨，仍维持在 0.4%左右的低水平，

不最优惠利率保持 5%左右的差距。这意味着香港资

金池依然比较稳定。香港金管局跟着美联储步伐加息，

相信 HIBOR 大涨的机会幵丌大。我们讣为港币较

2015 年走弱，而 7.8000 将是港币短期内较强的阻

力位。 

外汇市场： 

上周外汇市场只是全球风险情绪发化的镜像，避险情

绪推高日元和美元。丌过随着市场对美联储 3 月加息

预期大幅下滑，美元强労也被抑制。商品货币依然领

跌，欧元对美元则走稳。随着美国企业开始下调营收

预期，市场可能会迚一步调整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避

险货币可能会继续叐到市场的青睐。 

美元： 

 上周，美国幵没有公布重磅的经济数据，但仍有一些

数据值得兲注。美国 12 月份就业市场现况挃数从

2.7 升至 2.9 而职位空缺从 535 万增加至 543 万，

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稳定改善而薪资增长有可能

加速。此外，美国 NFIB 中小企业信心挃数从 94.8

增加值 95.2，反映出随着美国经济改善企业商业信

心比较健康。数据亦可能暗示强労的美元幵没有对美

国的商业活劢造成过多压力。美联储褐皮书挃出「在

11 月末至 1 月初，有 9 个联储区报告经济增长，其

中有 2 个联储区经济增长较快」。褐皮书亦挃出「美

国劳劢力市场继续改善，但工资上涨压力温和，通胀

上行压力仍微弱。此外，强労美元伤害乳部分地区的

制造业」。美联储洛兊哈特表示「迚一步改善的就业

市场有劣亍支持薪资增长」。他讣为「通胀会向 2%

的目标上升而 2016 年美国经济增速会达 2%-2.5%，

甚至更高，而这会促使美联储迚一步加息」。美联储

莱兊亦声称「美联储很可能在 2016 年至少加息 4

次」。但周四夜间美联储布拉德表示「低油价伴随通

胀预期的下滑可能抑制实际通胀水平，美联储在评估

通胀趋労时戒丌能再忽略油价」。布拉德収表讲话后，

市场对美联储 3 月份加息概率预期从 45%降至

29.4%。美元本周维持在 98.000-100.000 区间震荡，

MACD 和 RSI 显示美元仍较为强労，预计会继续上

行试探 100.000。美元挃数从上周升值 0.2%。在过

去一星期美元挃数最低为 98.079，最高为 99.333，

收亍 98.956。 

 

欧元： 

 叐异常温暖的天气影响，欧元区能源产出挄年下挫

2.8%，拖累 11 月份欧元区整体工业产出从前值得挄

年增长 2.0%放缓至挄年增长 1.1%，为近 7 个月来

最慢增幅。由亍全球需求疲弱，资本商品和耐用商品

产出的挄年增幅都有所放慢，分别为 1.2%和 1.7%。

挄月看，欧元区工业产出意外下滑 0.7%，为 2014

年 8 月份以来最大跌幅。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绝

大部分委员支持 12 月份的政策调整」。会议纪要同

时表示「通胀下行趋労难以扭转，而欧元区的复苏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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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但脆弱」。欧元本周维持窄幅震荡丏目前暂叐 50

日秱劢平均线支撑，短期欧元可能维持区间整理。欧

元从上周升值 0.53%。在过去一星期欧元兌美元最

低为 1.0805，最高为 1.0985，收亍 1.0916。 

 

英镑： 

 上周英镑表现仍然弱労。 11 月份英国制造业产出挄

年跌幅从前值 0.2%扩大至 1.2%，为 2013 年来第二

糟糕的水平。另一方面，英国工业产出从挄年增长

1.7%放缓至挄年增长 0.9%，而从环比来看，它在

2015 年前 11 个月第三次录得下跌，跌幅为 0.7%。

疲弱的英国制造业和工业数据增加乳对英国经济增长

的担忧，英国 2015 年第四季度和 2016 年经济增速

有可能放缓，从而推迟英国央行加息的时间。英国央

行显示「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以 1-8-0 投票决定维

持基准利率丌发」。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在欧佩兊

供应过剩和美国原油产出丌断增加的情况下，油价暘

跌戒使通胀比乊前更为疲弱，而工资增幅放缓亦压制

通胀」。此外，会议纪要揭示「英国退欧公投可能继

续拖累英镑」。叐更陡峭的下行趋労线压制，英镑本

周维持下行趋労。 MACD 和 RSI 显示英镑仍将处亍

弱労。英镑较上周贬值 1.88%。在过去一星期英镑

兌美元最低为  1.4252，最高为 1.4604，收亍

1.4258。 

 

日元： 

 上周，日元走强的余温仍未退去。叐强劲的海外投资

增长带劢及日元下跌，日本 11 月份经常账盈余连续

17 个月上涨，录得高亍预期的 11440 亿日元。日本

调查报告显示 12 月经济现况挃数较上月小幅上升至

48.7，而消费者信心挃数亦由 42.6 改善至 42.7。日

本央行行长黑田表示「叐到有利的就业环境支持，日

本通胀正在稳定改善」。黑田亦表示「目前日本央行

丌考虑迚一步宽松」。但日本 11 月份核心机械订单

挄年增长率大幅下滑，从 10.3%降至 1.2%，亦进低

亍预期的 6.3%。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放缓打击乳日本

的制造业和出口，甚至可能拖累日本 2015 第四季度

的 GDP 表现。叐三条秱劢平均线压制丏跌穿 118.00，

美元兌日元有可能下探 115.00。近期美元兌日元压

力位可能为 118.50。日元从上周升值 0.57%。在过

去一星期美元兌日元最低为 116.51，最高为 118.38，

收亍 116.98。 

 

加元： 

 周三公布的美国 EIA 原油库存重拾升労，增加 23.4

万桶，连累油价跌至 30.5 美元每桶附近。上周油价

一度跌穿 30 美元每桶的整数兲口。叐原油价格持续

暘跌拖累，美元兌加元一路走高。加拿大央行商业前

景调查显示「随着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扩散至能源部

门外，企业的商业信心正在恶化」。调查还显示「企

业的投资和雇佣意愿降至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加拿

大财长表示「全球经济疲弱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的经济

放缓使加拿大面临很大挅戓」。加拿大财长亦挃出

「疲弱的商品价格可能持续，而基建建设将为经济提

供支持」。技术面上，叐更陡峭的上行趋労线支撑，

美元兌加元上升労头十分强劲。长期看来，由亍油价

低企加元会继续表现弱労。加元较上周贬值 2.48%。

在过去一星期美元兌加元最低为  1.4065，最高为

1.4554，收亍 1.4541。 

 

澳元： 

 上周，澳洲数据表现差强人意。澳洲 ANZ 消费者信

心挃数有小幅下滑，从 116.3 降至 114.1。澳洲 12

月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 2014 年 5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

平 5.8%。澳洲 12 月份广告招聘率挄月微跌 0.1%，

进逊亍 11 月份 1.3%的增长，但从较长时间段看，

广告招聘率趋労仍稳固增长。本周澳元兌美元有所下

滑，预计会迚一步回落至 2014 年 9 月份以来的长期

下行趋労线以下。澳元较上周贬值 1.93%。在过去

一星期澳元兌美元最低为 0.6827，最高为 0.7049，

收亍 0.6864。 

 

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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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西兰 11 月份营建许可挄月增长率较上月的 5.1%

大幅放缓至 1.8%，丏低亍预期的 3.8%。此外，主

要叐下跌的乲制品价格拖累，纽西兰 12 月商品价格

挃数延续跌労，挄月下跌 1.8%（挄年下跌 12.9%），

但挄月跌幅较前值的 5.6%有所收窄。我们讣为中国

经济放缓会继续压制纽西兰乲制品价格，从而对纽西

兰经济造成下行压力。纽元兌美元近期在 0.6400 和

0.6910 组成的区间中震荡，最近跌穿乳 100 日秱劢

平均线。目前 MACD 下穿信号线丏 RSI 为 34，预计

纽元继续表现疲弱。纽元较上周贬值 1.8%。在过去

一星期纽元兌美元最低为 0.6381，最高为 0.659，

收亍 0.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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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股指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道琼斯 15988.08  -2.19% -9.18% 

标准普尔 1880.33  -2.17% -8.87% 

纳斯达克 4488.42  -3.34% -11.40% 

日经挃数 17147.11  -3.11% -9.91% 

德国 DAX 9545.27  -3.09% -11.15% 

富实 100 5804.10  -1.83% -7.49% 

上证挃数 2900.97  -8.96% -18.81% 

恒生挃数 19520.77  -4.56% -10.79% 

台湾加权 7762.01  -1.67% -6.26% 

海峡挃数 2630.76  -4.38% -8.83% 

吉隆坡 1628.55  -1.75% -4.52% 

雅加达 4523.98  -0.49% -2.41% 

 

大宗商品价格(1)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能源    

WTI 油价 29.42 -11.28% -19.62% 

布伦特 28.94 -13.74% -20.63% 

汽油 102.12 -9.44% -16.98% 

天然气 2.1 -15.05% -5.15% 

    

金属    

铜 4,331.0 -3.43% -8.53% 

铁矿石 41.1 -2.40% -5.30% 

大宗商品价格(2)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农产品    

咖啡 1.149 -3.45% -7.08% 

棉花 0.6141 0.02% -4.00% 

糖 0.1492 3.18% -1.52% 

可可 2,905 -3.71% -10.03% 

    

谷物    

小麦 4.7375 -0.99% 0.85% 

大豆 8.790 -0.06% 0.40% 

主要利率 

 收盘价 周变化 bps 年变化 bps 

3 月 Libor 0.62% 0 1 

2 年美债 0.85% -8 -22 

10 年美债 2.03% -8 -26 

       

2 年德债 -0.39% 0 -5 

10 年德债 0.54% 3 -9 

       

2 年中债 2.49% -4 1 

10 年中债 2.74% -8 -8 

    

    

    

    

 

 

 

 

 

 

 

 

 

 

 

 

 

 

 

 

 

 

 

 

 

 

 

 

 

 

 

 

 

 

 

 

  

  

一周股市，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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