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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热点 

上周有色金属板块全市场领涨 6%，其中稀土、磁性材料和锂上涨幅度分别为 18.39%、

17.43%；  

 

资料来源: Wind，中信建投证券 

 

上周金属镨钕吨价突破百万叠加《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21-2022 年)》，带动稀土

永磁板块连续大涨。工业电机效能提升以及新能源汽车、风电的快速发展将带来稀

土永磁材料的需求提升，稀土永磁材料进入放量大时代。 

资料来源: Wind，中信建投证券 

 

2021 年稀土重要原材料维持涨势，开采配额和冶炼分离指标均较上年增长 20%，工

信部上调指标以满足下游快速增长需求；前三季度永磁关键原材料钕铁硼产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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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同比增长 43%，而生产商库存较去年同期下降 39%；预计随着电机能效提升计

划的逐步落地和新能源车的高速增长，稀土产业链需求将持续增长。 

二、全球主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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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美元债跟踪 

三、股市动态 
1、新股动态： 

港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HKEx 

 

美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NYSE, NAS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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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SSE, SZSE 

 

 

 

 

 

2、指数动态： 

 恒生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港股主要指数均下跌，恒生科技跌 4.7%，恒生指数跌 3.9%。 

 国内针对互联网平台的主播、广告、金融支付等领域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则，

互联网“政策底”的到来尚需时日。 

 欧美市场遭新病毒疫情冲击，预计海外市场波动将有所加剧，港股短期将继续

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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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美股重要指数均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 3.5%，标普 500 指数下跌 2.2%，道琼斯

工业指数下跌 2.0%。 

 美国十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降 6bp 至 1.48%，美国 TIPS 隐含的 5 年通胀预期降

10bp 至 2.92%， 10 年通胀预期降 10bp 至 2.55； 

 因 Omicron 变异病毒，美股周五遭恐慌性抛售，目前看来属市场反应过度，此

次的变异病毒，早在 11 月 9 日就已经被发现。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 A 股重要股指中，创业板指涨 1.5%，科创 50 涨 1.0%，上证指数涨 0.1%。 

 1-10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42.2%，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3.2%， 两

年平均增长 19.7%，有所抬升，显示工业企业经营情况有所改善； 

 22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包括加

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减税降费、加大信用贷款投放等九项举措； 

 23 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21-2023 年）》，该

计划提出，到 2023 年，高效节能电机年产量达到 1.7 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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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市动态 
1、中资离岸债券 

上周主要债券定价 

资料来源: Wind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提名布雷纳德为美联储副主席；意

味着美联储政策将具有连续性，在通胀持续高企以及劳动市场不断复苏的情况

下，美联储加快 taper 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美国 10 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5%，预期为 5.1%，前值为 4.4%，PCE 物价

指数环比增幅达 0.6%，前值为 0.2%。 PCE 物价指数维持今年以来的上涨趋势

且达到 1991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物价飙升的势头仍然未出现消退迹

象。 

2、中国境内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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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利率债发行与到期（亿元） 

资料来源: Wind 

上周政金债发行情绪较好：周四招标的 10 年国开债全场倍数较上周回落(3.62vs 

4.06)；中标收益率 3.07，算返费后低于前一日估值 3BP。  

本周政府债净融资 3,697 亿元，较本周增加 1,617 亿元。国债、地方债分别计划发

行 1,740 亿元、2,417 亿元，净融资分别为 1,440 亿元和 2,257 亿元。 

中国平安表示： 

 央行加码逆回购后，资金面宽松，债市情绪向好； 

 南非变种病毒消息传开，带动债市情绪进一步走强； 

 国债期货上涨，但并未明显放量，说明当前价格多空已有分歧； 

 债市风险正在积聚，关注同业存单发行量价、票据贴现利率走势。 

 

 

 

五、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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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油本周下跌 9.83%，为逾一年来最大单周跌幅，最低触及 67.40 美元/桶，报收

68.24 美元/桶。 

油价上周回落，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压力： 

 周五新冠病毒新变种引起的恐慌情绪，油价出现大幅度跳水； 

 拜登决定动用国家的紧急石油储备，二十年来首次利用储备来抑制能源价格； 

 OPEC+将于 12 月 2 日开会决定产量政策。 

高盛称，在病毒新变种的负面影响下，再考虑到本周释放的战略储备，预计油价将

再下降 2美元/桶，总体将比先前预测的 21Q4 至 22Q1 的 85 美元/桶最多下降 5美元

/桶，即使是最坏的结果，油价也应当维持在 80 美元/桶。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国内现货呈现波荡走势，涨跌不稳，国内现货 1#铜均价 72,224 元/吨，环比

上涨 0.9%。 

目前全球铜矿供给端多空交织 

 物流方面的短期干扰仍然存在，铜运输出口受到阻碍； 

 南美地区生产得到恢复，三季度部分矿山短暂罢工威胁也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全球铜精矿处于紧平衡状态，明年全球铜精矿则转为过剩状态。 

高盛称，在疫情反复带来的封锁和能源紧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形势将再度受到冲

击，欧洲市场占海外铜消费量近三分之一，若欧洲市场受到严重影响，将对海外总

需求造成较大拖累，全球库存的拐点可能即将到来，铜价继续保持跌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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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现货黄金上涨 0.22%至 1,792.50 美元/盎司。 

 美联储会议纪要表明，决策层可能加快缩减购债进程，这将对金价施加压力； 

 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欧洲央行控制借贷成本，无迹象表明通胀正在失去控制； 

花旗表示，新的南非变异毒株引发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路径的担忧，如果形

势演变到未来几周可能出现更多旅行和封锁措施的情况，那么这可能会对 12 月份的

一系列重要央行会议产生重大影响，金价将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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