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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价格】
类别

名称

价格

涨跌

涨跌幅

商品

WTI原油

112.40

-1.80

-1.57%

布伦特原油

111.93

-2.31

-2.02%

伦敦金现

1814.75

-11.63

-0.64%

LME铜

9336.00

97.50

1.06%

郑煤期货

841.40

-14.80

-1.73%

美天然气

8.40

0.01

0.06%

美棉期货

148.73

-1.92

-1.27%

债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

3.00

0.03

0.85%

外汇

人民币中间价

6.74

-0.05

-0.72%

美元指数

103.36

-0.83

-0.79%

道琼斯指数

32654.59

431.17

1.34%

上证综指

3093.70

19.95

0.65%

VIX指数

17.94

-0.45

-2.45%

股票

注:以上价格均为收盘价

【市场综述】
前期在国内外宏观压力及疫情发酵的压制下，大宗商品整体承压运行，随着利空因素的不断消化，预
计需求预期将出现阶段性改善。国内宏观方面，疫情防控导致的底部基本已现，后期重点关注政策发力对
需求边际修复的贡献。上海疫情管控释放出积极信号，从 5 月 16 日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6 月起全面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海外宏观方面，通胀问题仍是主要矛盾。尽管 4 月 CPI 出现拐点，但核心 CPI 环比 3 月缓和局面出
现大幅上涨。前期欧美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制裁，随着夏季出行高峰期的临近，美国油市异常紧张，导致
近期美国各州汽油价格持续创新高，压力之下，美国放宽对俄原油禁运，同时将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制
裁。

【全球要闻】
1. 美国各州汽油价格首次均突破 4 美元/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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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汽车协会（AAA）的数据显示，美国所有州的汽油零售价有史以来首次升至 4 美元/加仑以上。加州
的油价最贵，平均油价达到 6.021 美元/加仑，创历史新高，另有其他五个州的价格在 5 美元以上。

2. 美国汽油指标亮起红灯，摩根大通看涨 37%
美国汽油价格持续创新高、汽油库存低迷、期货市场显示的现货溢价和期货价差等多项指标都表明，美国
油市异常紧张。考虑到马上到来的夏季出行高峰，最糟的情况或许还未到来。摩根大通警告说，美国汽油
全国平均水平的零售价格可能会在 8 月达到 6.20 美元/加仑。

3. 美国计划提议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 限制价格飙升
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将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讨论对俄罗斯石油的定价上限和关税，以替代禁运。美国财长
耶伦表示，美国支持欧洲制定俄罗斯石油禁运一揽子计划。对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的同时，可以分阶段实
施石油禁运。

4. 美国将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制裁，允许出口到欧洲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允许仍在委内瑞拉运营的欧洲公司立即将更多石油转运到欧洲大陆，同时允许
雪佛龙就恢复在委内瑞拉的运营进行谈判。此前委内瑞拉政府“核实并确认”有关报道。

5. 欧佩克+4 月份原油产量比要求水平低 260 万桶/日
报告显示，欧佩克+4 月减产执行率从 3 月的 157％升至 220％。欧佩克+4 月份的产量比要求水平低 260
万桶/日。俄罗斯 4 月份的产量比要求水平低 128 万桶/日。

6. 鲍威尔：FOMC 广泛支持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各加息 50 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FOMC 广泛支持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各加息 50 个基点，市场正在消化一系
列加息的预期，如果经济表现如美联储预期的那样，这将被提上议程。并表示，不知道中性利率位于哪
里，如果需要超过中性利率，不会犹豫；正在迅速将利率提高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这将在第四季度达
到。

7. 欧洲央行管委诺特表示不排除加息 50 个基点
欧洲央行管委诺特称，7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是现实的，如果未来几个月的数据显示通胀正在上升，不排
除加息 50 个基点的可能性。周二欧元区货币市场目前预期欧洲央行年底前将加息约 105 个基点，而周
一预期为 95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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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澳洲联储会议纪要：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
澳洲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成员们考虑了三种加息幅度的选择，即将现金利率提高 15 个基点、25 个基点
或 40 个基点，最后统一首选方案为加息 25 个基点。委员们一致同意，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以确
保澳大利亚的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到目标水平。

9. 芬兰议会投票通过加入北约计划
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芬兰议会当天对该国加入北约的申请进行了投票，其中 188 票赞成，8 票反对，3
票缺席。议会同意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10. 瑞典及芬兰领导人：两国将于 18 日一起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
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瑞典首相安德松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瑞典首相安德松说：“芬兰和瑞典一致认为我们正在携手前进。明天（18 日）我们将共同提交加入北约
的申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芬兰议会已批准芬兰的加入北约申请。94%的议员支持这项申请。

11. 俄官员：困守亚速钢铁厂的亚速营已无条件投降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 17 日表示，困守亚速钢铁厂的亚速营已无条件投降。此前，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证实乌军开始从亚速钢铁厂撤离。

12. 乌军证实开始从亚速钢铁厂撤离，英媒：可能标志俄乌冲突历时最长的战斗结束
路透社评论说，数百名乌克兰士兵撤离至被俄方控制的城镇，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历时最长、最血腥的战
斗结束，也是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

13. 卢比六个交易日内三次刷新历史新低
受累于油价上涨，周二印度卢比兑美元一度跌破 77.6313，刷新历史新低，为六个交易日内第三次跌至
新的纪录低点。随后印度卢比脱离历史低点，交易商表示，印度央行可能已经出手干预。

14. 刘鹤：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据央视网，全国政协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指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
本市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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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财政部：1-4 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 21.9%
据财政部，1-4 月累计，印花税收入 19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3%。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
125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9%。企业所得税收入 1711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个人所得税
收入 551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

16. 上海全市 16 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复商复市“进行时”
周二，上海全市 16 个区均已实现社会面清零。据上海市住建委，上海市首批纳入“白名单”的 24 个重
大工程项目中，16 个项目已实现复工，复工复产第二批“白名单”正审核中，首批轨交 18 号线二期等
已复工。

17. 我国首例！奥密克戎超强变异株进入广东
据健康时报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5 月 16 日报告了我国首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亚型毒株“BA.2.12.1”的境外输入病例的具体情况。2022 年 4 月 23 日，一架从肯尼亚内
罗毕起飞的国际航班 KQ880 抵达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所有旅客均被转移至隔离酒店进行 14 天
常规医学观察和常规核酸检测。

【产业信息】
1. 富士康将投资数十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芯片工厂 月产 4 万片晶圆
富士康计划在马来西亚建立一座芯片制造工厂，以满足电动汽车用半导体的旺盛需求。计划中的马来西
亚工厂预计每月生产 4 万片晶片，包括 28 纳米和 40 纳米工艺，这也是微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集成
电路和连接相关芯片（包括 Wifi 和蓝牙）最广泛使用的芯片生产技术。

2. 印度政府宣布放宽小麦出口禁令
印度政府宣布放宽小麦出口禁令，将对在小麦出口禁令出台的 13 日及之前已经交付海关清关或已经在海
关登记的小麦予以放行。据印度四家经销商透露，目前在印度各港口等待装运的小麦约有 180 万吨，还
有上千辆装载着出口小麦的卡车在港口附近等待卸货。

3. 汽车下乡政策 6 月初有望出台 每辆车或补贴 3000 元-5000 元

4/5

财经新闻
2022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三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汽车下乡政策有望于 6 月初出台，鼓励车型为 15 万元以内的汽车（含燃油车及新能
源汽车），每辆车补贴范围或在 3000 元-5000 元。业内专家预计，汽车下乡将促进燃油车 20 万-30 万
辆销量，促进新能源汽车 30 万-50 万辆销量。

4. 杭州楼市新政落地：三孩家庭可多一个购房名额
杭州 2016 年以来首次放松楼市政策。一是优化二手住房交易政策，落户未满 5 年无社保缴纳要求，外
地户籍需连续缴纳城镇社保或个人所得税满 12 个月；二是进一步完善税收调节，转让家庭唯一住房，增
值税征免年限由 5 年调整到 2 年；三是更好满足三孩家庭购房需求，三孩家庭限购套数增加 1 套。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