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专刊

// 热点聚焦

//

1、涉及 16.81 万亿贷款考核要求公布！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关于 2021 年
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确保对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力度，继续将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作
为投放重点，今年努力实现此类贷款较年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有
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的“两增”目标，五家大型银行要努力实
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全年增长 30%以上。完善定价机制，将小微企业融
资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最大变化为删除“两增”中票据贴现数据。
对比去年，今年对贷款流向尤其“套利”方面提出严格要求，重点关注“冲
规模”“冲时点”行为。
2、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四部门明确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
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条件。其中，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必须满足条件包括：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
企业收入总额比例不低于 60%，其中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
入总额比例不低于 5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3、基金一季报披露完毕，公募持股市值和在 A 股流通市值占比继续攀升。
截至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股市值 5.27 万亿元，比 2018 年底激增 3.75 万
亿，公募持股市值占 A 股流通市值比例升至 8.22%，创近十年新高。
4、印度政府预测，本轮新冠疫情可能于 5 月中旬达到峰值，届时印度每日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高达 50 万例。近期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连创新高，
已连续 4 日超过 30 万例。世卫组织指出，印度确诊病例激增背后有很多原
因，包括过早取消公卫管控措施；没能将疫苗覆盖到最需要的人群以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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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变异等。
// 环球市场

//

1、美股一季度财报季已拉开帷幕。据统计，在已公布的 123 份一季报中，
有 101 份业绩报告超出预期，占比达 82.1%。考虑到去年一季度低基数，
今年一季度美股盈利同比望增 117%，环比增长 10.7%，并创季度新高。
2、据中国基金报，一季度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规模达 9 万亿美元，
创纪录新高。大量流动性刺激全球市场快速反弹，为这轮资产管理规模增
长主要原因。全球对冲基金规模创新高，主要来自资产价格上涨反弹而非
资金流入。
// 宏观

//

1、RCEP 各成员国贸促机构和商协会商讨共同发起《关于共同推进 RCEP 区
域经贸合作青岛倡议》。倡议提出，期望各国支持地方先试先行，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和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将 RCEP 协定与各国地区发展紧密结合，
特别是过渡性条款先行先试，为高效执行 RCEP 协定经贸规则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样板经验。
2、商务部表示，近期将组织开展 2021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系列
活动将以 5 月“消费促进月”为主线，将举办第三届全国“双品网购节”、
“中华美食荟”活动、举办“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及与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等活动。
3、商务部：一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2061.4 亿元人民币（折合 317.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6%，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608.1 亿元人民
币（折合 248 亿美元），下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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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资委要求，组织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计划，驱动企业生
产方式、运营模式、治理体系全方位变革；加快企业改造升级，着力强化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一批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军企业，
发展壮大数字产业。
5、发改委：要编制出台《“十四五”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
方案》《“十四五”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红色旅游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研究制定赣州、三明等城市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6、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支持巩固提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打
造服务澳门经济多元化金融平台。加强港交所与深交所、广期所合作，促
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扩大金融双向开放，
深入推进“深港通”“债券通”“理财通”，积极探索“保险通”，构建
多层次、广覆盖、深融合的跨境金融联通体系。
7、《中国金融报告 2020：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变革》预计，今年中国 GDP
增速将达 8%左右，呈现出“前高后低”态势；通货膨胀压力总体较小；宏
观杠杆率将稳中有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围绕 6.4-6.5 的中枢水平呈
现双向波动格局。
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我国数字经济依
然保持 9.7%的高位增长，是同期 GDP 名义增速 3.2 倍多，成为我国稳定经
济增长关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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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振宇：全球经济增长仍会向低速收敛，因为 2008
年结构改革有限，许多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基础条件并没有向好的方向改变，
注定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一个低增长态势。
10、“2021 北京消费季”将于 4 月 28 日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年底。今
年北京消费季贯穿“五一”国际劳动节、端午节等多个节假日和重要促消
费节点，聚焦 8 大领域，开展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11、上海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按可比价格计算，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17.6%。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3%，八大类价格升降各半，居住
类价格上涨 1.1%，交通通信下降 1.3%，医疗保健下降 2.1%。
12、深圳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 6867.54 亿元，同比增长 17.1%，两年
平均增长 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4566.08 亿元，同比增长 14.8%，
两年平均增长 6.2%。
13、央行 4 月 25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1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
无逆回购到期，有 561 亿元 TMLF 到期，央行此前已经提前续做。Wind 数
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均
到期 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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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国元期货总部

合肥营业部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国轩凯旋大厦四层（合肥师范学院旁）

电话：010-84555000

电话：0551-68115906、0551-68115888

合肥分公司

郑州营业部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91 号立基大厦 A 座六楼（中国科技大学金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 69 号未来大厦 1410 室

寨路大门斜对面）

电话 ：0371-53386892/53386809

电话：0551-62895501

青岛营业部

福建分公司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9 号楼 9 层 901 室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 号 2204 室之 01 室（即磐基商务

电话 0532-66728681

楼 2501 室）

深圳营业部

电话：0592-5312522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百花二路 48 号二层（深圳实验小学

大连分公司

对面）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国际金融中心 A 座期货大厦 2407、

电话：0755-82891269

2406B。

杭州营业部

电话：0411-84807840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西安分公司

2201-3 室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 64 号凯德广场西塔 6 层 06

电话：0571-87686300

室

通辽营业部

电话：029-88604088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路 37 号世基大厦 12 层

上海分公司

电话：0475-6380818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199 弄 1 号楼 3 层 C 区
电话：021-5087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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