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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热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结 2021 年经济工作，分析 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2 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

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 

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1、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近日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本次中央经济会议再次强调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凸显了当前政策稳增长的意图。 

“稳增长”主要从财政和货币两个角度着手发力： 

财政端，本次会议提出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负担，超前开展基

础设施投资；货币端，则是要保障政策的“灵活适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尤其

是科技创新和绿色企业的支持。 

2、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就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本次会议再度提出加强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预计明年反垄断形势依旧严峻。 

3、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主要提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快数字化改造；

三是本次会议延续强调“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促进长租房市场发展。 

4、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

国情、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5、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 

针对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卡脖子”领域。本次会议的提法更偏向于强调科技基础领

域的研究。指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科研院

所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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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主要资产 

 
资料来源: Wind，美元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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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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SSE, SZ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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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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恒生科技涨 1.9%，恒生指数涨 1%。 

 市场对奥密克戎的担忧有所消退，风险偏好升温，环球股市普遍反弹； 

 央行降准利好，叠加南向资金的持续净买入，推动了港股止跌回升； 

 港股当前盘面稳定性尚待增强，市场情绪仍较为敏感，恒指短期预计仍将维持

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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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涨 4%，标普 500 指数涨 3.8%，纳斯

达克指数上涨 3.6%。 

 通胀大幅上升可能迫使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预计美股短期仍将维持震荡； 

 美国 11 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大幅不及预期，并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小增幅，但失

业率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支撑了美联储部分官员取消政策支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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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重要指数除科创 50 跌 0.6%和创业板指跌 0.3%外，其他指数均上涨。其中沪深

300 涨 3.1%，上证指数涨 1.6%，深证成指涨 1.5%。 

 2021 年经济工作会议 

8-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指出明年宏观经济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稳”依旧是明年经济工作展开的首要目标。 

 地产良性循环，金融价值激活 

整体上，在“房住不炒”框 架内，更侧重为供给端改善融资环境、疏通行业内部运

转，地产领域结构性“宽松”+良性循环互补，地产负反馈效应有望打破 

 消费的修复动力 

来自消费弱复苏信号背后蕴含大众消费的复苏以及地产链的韧性，其中 10 月社零当

月同比 4.9%，环比提升 0.4%，整体高于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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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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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1 月 CPI 同比创 1982 年以来新高； 

 美国职位空缺数再次回升，离职率开始回落；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一项立法，允许参议院只要简单多数票即可提高美国

债务上限。 

 

2、中国境内债券  

地方利率债发行与到期（亿元） 

资料来源: Wind 

 

本周政府债净融资 1,254 亿元，较上周减少 934 亿元。本周国债、地方债分别计划

发行 1460 亿元、168 亿元，净融资分别为 1,158 亿元和 9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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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vs 

4.06)；中标收益率 3.02，算返费后低于前 一日估值 3BP。 

中国平安表示： 

 国内方面，11 月 PPI 同比上涨 12.9%，涨幅较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但其回

落幅度却明显不及预期，说明通胀压力比预期更顽固，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并

未大幅减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相对宽松

的货币政策支持； 

 央行宣布自 12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由现行

的 7%提高到 9%，系年内第二次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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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美原油上周上涨 8.67%至 71.96 美元/桶，周线结束六连跌。 

 市场对 Omicron 的担忧情绪降温，有消息称 Omicron 感染病例只出现轻微症状； 

 根据《短期能源展望》报告，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将全球基准原油布伦特原油

和美国基准原油期货的价格预测从先前的预测水平都下调了近 2 美元/桶； 

 下调了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的石油和液体燃料需求预期，同时提高了对 OPEC+

和美国石油产量的预期。 

高盛称由于结构性供应不足继续支撑油价，原油价格在近期反弹后可能还会进一步

攀升。Omicron 变异株的出现曾使布油下跌，但目前其已经收复约一半失地。不过

需要警惕的是，未来几周石油市场的波动性可能大幅增加，流动性可能减少。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铜价高位震荡下行后反弹，价格仍然在 70,000 左右，整体市场没有太多利空消

息，多空交织仍然是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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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铜价高位震荡，国内库存低位，现货升水回落，产业驱动走弱，目前国内

货币维稳，总需求弱势； 

 美联储态度鹰派，美元指数走强，压制有色金属价格； 

 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美联储态度鹰派，美元指数走强，压制有色金属

价格，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高盛认为，大宗商品中最被夸大的风险之一是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原材料价格「还

会进一步上涨」，预测未来 12 个月内大宗商品还有更多上行空间，保持看多铜、原

油、天然气和铝。除了微观信号强劲，美国薪资压力舒缓以及美联储维持鸽派基

调，都将推动大宗商品进入「理想情境」。 

 

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现货黄金上周几乎持稳，周线三连跌势暂止，终盘收于 1,782.84 美元/盎司。 

 继续衡量 Omicron 带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通胀上升风险； 

 美国 11 月 CPI 飙升至近 40 年新高之后，美联储料将在下周会议上宣布加快减

码。 

花旗表示，60%的信心看空基准情况下的金价前景，并承认今年冬天金价可能再次飙

升至 1,825-1,850 美元。但总的来说，宏观和微观因素对金价明年走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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