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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资产价格】
类别

名称

价格

涨跌

涨跌幅

商品

WTI原油

90.50

-0.26

-0.29%

布伦特原油

96.31

-0.34

-0.35%

伦敦金现

1794.15

5.01

0.28%

LME铜

7955.00

-32.50

-0.41%

郑煤期货

860.00

21.00

2.50%

美天然气

7.85

0.01

0.15%

美棉期货

99.04

3.45

3.61%

债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

2.78

0.02

0.64%

外汇

人民币中间价

6.75

0.00

0.03%

美元指数

106.37

-0.06

-0.06%

道琼斯指数

32774.41

-58.13

-0.18%

上证综指

3247.43

10.50

0.32%

VIX指数

21.77

0.48

2.25%

股票

注：以上价格均为收盘价

【市场综述】
海外方面，当前欧美经济走向衰退越来越被证实，关注点逐步转向衰退回落后货币政策的变化。随着
美国加息效果短期已经达到临界值，以欧元区为代表，部分收到输入通胀影响的国家开始跟进加息，使得
美元指数走势趋于见顶。7 月美国非农数据超预期向好，为美联储加息提供动力，但与行业景气数据存在
一定分歧，趋势性还有待观察。
国内方面。近期针对房地产保交楼实施了多项解决方案，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均有相关政策落地，在
地产稳住的背景下市场预期将逐步改善。近期国内多个旅游热门地区疫情蔓延，常态化管控制约出行数据
的恢复，对经济复苏仍存在一定干扰。

【全球要闻】
1. 俄媒：乌克兰停止通过“友谊”管道南线向捷克等国输送俄石油
当地时间 9 日，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发表声明称，自 8 月 4 日起，乌克兰管道运
营商 Ukrtransnafta 暂停为俄天然气提供过境服务。声明称，目前俄罗斯仍然在通过“友谊”管线北部
支线向波兰及德国输送天然气。南部支线（经乌克兰向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已经
暂停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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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联储布拉德：现在断言通胀已经见顶还为时过早
美联储布拉德表示，如果通胀继续超出预期，美联储将准备好把利率“保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我
有点希望今年能把利率提高到 3.75％至 4％，然后看看冬天、明年第一季度的情况，再判断是否需要进
一步加息，”他说。他还表示，现在断言通胀已经见顶还为时过早。

3.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芯片与科技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芯片与科技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 527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 390 亿美元将直接用于制造业补贴，还有 132 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劳动力发展。另外
还有 5 亿美元的零头，用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和“半导体供应链活动”上。

4. 美国企业界怒怼拜登政府：气候投资法案不应由我们买单！
分析指出，增税将对标普 500 指数成份股公司的每股收益产生较小的拖累，但将 11 月中期选举到来之
际加剧美国企业与拜登政府的紧张关系。

5. 欧盟削减天然气用量协议正式生效
欧盟各成员国上月达成的削减天然气用量协议 8 月 9 日正式生效。根据欧盟方面说法，此举意在为可能
出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做准备。 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要达到上述目标，欧盟成员国须总共节
省 4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用气大户”德国应节气约 100 亿立方米。如果届时各成员国没有省下足够多
天然气且出现供气短缺，欧盟将采取强制措施减少天然气需求。

6. 传英国计划明年 1 月份对工业和家庭限电
英国计划在冬季寒冷的并可能缺少天然气供应的日子里对工业甚至家庭实施为期数天的限电措施。据消
息人士称，根据政府对“最坏情景”的最新预测，英国可能面临峰值需求六分之一的电力缺口，即使在紧
急燃煤电厂启动后也是如此。在这种前景下，低于平均水平的气温以及从挪威和法国进口电力的减少，可
能会使英国在明年 1 月份有四天时间需要启动紧急措施以节约天然气。英国政府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
部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7. 东部战区继续位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8 月 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位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
联合保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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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方军演会持续多久？是否会成为“新常态”？外交部回应
汪文斌指出，中方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开展正常的军事演训活动，公开、透明、专业，这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也符合国际惯例，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之举。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将阿兹夫定片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发布通知称，根据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阿兹夫定片增加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申请的审批意见，经研究，将该药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第九版）》。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成年患者。用法用量：空腹整片吞服，
每次 5mg，每日 1 次，疗程至多不超过 14 天。

10. 国家网信办集中整治涉虚拟货币炒作乱象
国家网信办督促指导主要网站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持续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高压打击态势，加
大对诱导虚拟货币投资等信息内容和账号自查自纠力度。 下一步，网信办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
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

11. 芯片大基金又有 3 人被查，北方华创等上市公司紧急公告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消息，华芯公司原总监杜洋、投资
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接受审查调查，投资二部原总经理刘洋接受调查。公开资料显示，华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唯一管理人以及“大基金二期”的管理人之一，负责基金的投资运
作。
8 月 9 日，包括北方华创、拓荆科技、中微公司、沪硅产业等多家杨征帆任董事的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
董事杨征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无法正常履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董事会规范
运作等产生影响

【产业信息】
1.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合作，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南水北调集团举行会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服务国家战略，加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合作，中国进出口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富林日前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蒋旭光举行会谈。吴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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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进出口银行将发挥逆周期跨周期稳经济大盘作用，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
加强与南水北调集团战略合作。

2. 中国中免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拟与中国旅游集团签署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据港交所文件，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具体的募集金额，招股书尚未披
露。8 月 9 日深夜，中国中免投关部员工在电话中表示，对传言提到的募集资金一事，目前“无法回复，
不能确认。”
中国中免公告，公司拟就物业管理、运输、票务、推广及信息技术支援等服务与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3. 廊坊：取消户籍、社保等限制性购房资格条件
近日廊坊市公布的《关于支持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六条措施》明白卡显示，廊坊优化调整住房
限购、限售政策。取消户籍、社保（个税）等方面不适应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的限制性购房资格条件。对
招才引智高端人才、招商引资企业高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随迁人员购买首套时，按照本地户籍对待。
对“北三县”和环雄安新区周边县（市）等重点区域，取消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的住房限售年限要求。

4. 民航局就中国商飞 C919 型飞机专用条件和豁免征求意见
8 月 9 日，中国民航局官网基于 C919 型飞机设计特征和中国商飞申请，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
格审定规定》第 21.3 和 21.16 条规定，我司拟针对该型飞机颁发专用条件和批准豁免部分有关适航要
求。根据管理程序《颁发专用条件和批准豁免的程序》（AP-21-AA-2018-21R1）第 3.5 节和第 4.5 节
有关要求，现就 28 份专用条件和 2 份豁免广泛征求行业和社会意见，意见征集期为 15 个工作日。

5. 油价年内“四连降” 加满一箱油少花 5 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 8 月 9 日 24 时开启。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7 月 26 日—8 月 8 日）国际油价继续下降，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油价降至 2
月俄乌战事以来的低位。平均来看，两市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 3.44%。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130 元和 125 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 号
汽油，将少花 5 元。

6. 无法正常经营引发大量消费者投诉，每日优鲜被北京市消协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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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日“每日优鲜”无法正常经营引发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情况，8 月 4 日下午，市消协约谈北京每日
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市消协副秘书长陈凤翔出席约谈并对企业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务必妥善处理消
费者投诉，及时公布退费方案和登记方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与市、区消协的沟通，
积极配合消协组织的工作，共同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在三个工作日内将情况说明和整改方案
书面反馈至市消协。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