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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综述 

    12 月中下旬，美国刺激计划和英欧贸易协议达成，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新高，风险情绪

持续改善令美元指数维持在 90 以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定调, 宏观政策保持对经济

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在 6.52 至 6.55 区间震荡 。 

期间 2020/12/18 ------ 2020/12/28 

  期间初 期间末 变动 

股票市场 

 
道琼斯指数 30,314.26 30,525.56 0.7% 

标普 500 指数 3,722.39 3,740.51 0.49% 

纳斯达克指数 12,804.93 12,930.89 2.4% 

香港恒生指数 26,650.49 26,590.62 -0.22% 

上证综指 3,400.49 3,397.29 -0.1% 

利率市场 

7 天 repo 2.05  2.08  3BP 

3MShibor 2.855  2.761  -94BP 

中国 10 年期国开债 3.68  3.58  -10BP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PR 3.85  3.85  0BP 

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PR 4.65  4.65  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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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市场 

美元指数 89.92 90.28 -0.4% 

EURUSD 1.2269  1.2215  0.41% 

USDJPY 103.08 103.78 0.58% 

USDCNY 6.5415  6.5375  -0.06% 

商品市场 

布伦特原油 52.37 51.10 -2.43% 

伦敦金 1880.89 1873.40 -0.4% 

 

二、重要消息 

中国方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0 年 12 月 18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定调,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

精准、合理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宏观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

支持力度，不急转弯。  

 经济数据 

    中国 11 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 35 亿美元，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向好。 

 政策利率 

最新公布的中国 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 LPR4.65%，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PR3.85%， 

均保持不变。 

 

欧美方面 



 英欧贸易谈判 

经过数轮谈判，英国和欧盟终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12 月 31 日后，英国和欧盟将进 

行零关税、无配额的商品贸易，但不适用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 

 经济数据 

美国 11 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率为 1.1%，低于预期 1.2%；11 月核心个人消费

支出物价指数年率 1.4%，和预期持平。 

美国 12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80.7，略低于预期。 

 美国刺激法案 

美国白宫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额达 2.3 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和避免 

政府停摆的大规模支出法案。 

三、图说走势 

1、即期市场  

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在 1.22 关口以上震荡

行情。美元刺激法案通过和英欧贸易协议达成令市场风险情绪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欧元对美

元汇率站稳 1.22 关口。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额达 2.3 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和避免政府 

停摆的大规模支出法案，另外 众议院投票通过将疫情纾困个人支票金额从 600 美元提高至

2000 美元。该消息刺激市场风险情绪继续高涨，美国三大股指均再创新高，令避险属性的

美元下跌，欧元上涨。 

    欧洲方面 , 英国和欧盟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12 月 31 日后，英国和欧盟将进行零

关税、无配额的商品贸易，该消息令英镑对美元最高涨至 1.36 以上。欧元受此影响也维持

近期的高位。 



                             EURUSD 小时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BLOOMBERG）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年底前波动有限，继续在 6.52-6.55 区间波动，同期美元指数也在

低位震荡。欧美风险事件暂时尘埃落定，人民币市场年底前缺乏指引。同时，6.5 的整数关

口也有较强的阻力，暂无突破的动能。 

USDCNY 小时线走势 

 

（数据来源：BLOOMBERG） 



离岸人民币汇率依然强于在岸人民币汇率约 100 点左右，一般离岸人民币汇率强于在

岸市场表明有一定升值预期。 

USDCNY 与 USDCNH 日线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REUTERS） 

 

2、衍生品市场 

1 年期 USDCNY 外汇掉期价格维持在 1500 点附近，主要因为近期人民币市场资金面

转为宽松，1 年期同业存单整体价格也从 3.25%下行至 2.97%。按照一年期利率平价估算的

1353 点水平，1 年期 USDCNY 掉期点在该点位仍有较强支撑，按目前利率中性的指导下，

掉期价格还难言大幅下行。 

1 年期 USDCNY 掉期市场与估算价格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REUTERS） 

 

四、未来展望 

 风险事件 

12 月下半月国际市场主要风险事件 

日期 事件 

12 月 30 日  美国 11 月商品贸易帐 

1 月 5 日  德国 12 月失业人数变化 

12 月 24 日 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12 月下半月国内市场主要风险事件 

日期 事件 

12 月 31 日 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 月 4 日 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走势展望 

美元指数： 

 预计美元整体震荡下行，需警惕小幅反弹 

美国本次议息会议暗示半年内不改变购债规模，使得美元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保持宽

松，之前美元趋势性走弱的环境尚未改变。本周美国刺激计划和英欧贸易协议均达成，风险

情绪改善，不利于美元。不过市场英欧贸易协议未涉及金融，后市仍有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

动荡，引发美元指数反弹，此外如美国疫苗接种进展顺利有望令美国经济继续复苏。技术指

标方面，RSI 自 2020/8/31 以来与周线呈现背离，有一定反弹风险。 

 

 

 

美元指数周线图走势 

 

（数据来源：REUTERS） 

USD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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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维持震荡，不宜过度单边看涨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 6.5以上的震荡走势，目前 6.5整数关口的阻力较为强劲。

近几月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与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优于国外有关。后市需关注疫苗上市我国

对国外的优势是否有所减弱，中美较高的利差能否有所回调，目前看不宜过度单边看涨人民

币汇率，还需保持双向波动的思维。 

USD/CNY 日线图走势 

 

（数据来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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