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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价格概览】
类别

名称

价格

涨跌

涨跌幅

商品

WTI原油

119.81

1.30

1.10%

布伦特原油

117.58

2.27

1.97%

伦敦金现

1852.83

19.02

1.04%

LME铜

9126.00

-104.00

-1.13%

郑煤期货

848.40

-10.40

-1.21%

美天然气

7.41

-0.05

-0.68%

美棉期货

119.06

1.14

0.97%

债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

3.20

-0.11

-3.32%

外汇

人民币中间价

6.70

-0.01

-0.18%

美元指数

103.63

-1.53

-1.45%

道琼斯指数

29927.07

-741.46

-2.42%

上证综指

3285.38

-20.03

-0.61%

VIX指数

32.95

3.33

11.24%

股票

注：以上价格均为收盘价

【市场综述】
国内宏观继续向上驱动，5 月社融总量回升，结构有望修复。4 月受疫情影响，有效融资需求明显下
降，社融大幅走弱，5 月随着疫情好转，叠加政策发力落地，融资需求开始回升并且好于市场预期。从货
币供应量来看，M2 与社融同比增速差再次扩大，创近 6 年新高，M2 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是财政资金的
加速落地以及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支持，而社融的相对较弱体现了融资需求不足，因此当前宽信用的主
要矛盾在于实体需求不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充裕的。
海外方面，美联储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为 1994 年来最大力度，删除预计通胀将回到目标 2%说辞，
强烈承诺降低通胀，鲍威尔称 75 基点加息不会是常态，下次 50 或 75 基点都可能，没迹象显示经济广
泛放缓，市场加大美联储 7 月再次加息 75 基点的押注。欧央行召开紧急会议，计划引入新工具应对危
机，市场认为只是重温上周内容，可能进一步损害欧央行信誉。

【全球要闻】
1.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称“北溪”天然气管道或将停止运营，天然气暴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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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6 日，俄罗斯常驻欧洲联盟代表奇若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
可能因涡轮机需要维修而停止运营。受此影响，欧洲基准荷兰近月天然气价格周四暴涨 21.5%，至每兆
瓦时 145.25 欧元，本周涨幅达到惊人的 46%。

2. 伊朗提高 7 月销往亚洲的原油价格
据相关文件显示，继沙特之后，伊朗也将 7 月销往亚洲的轻质原油价格定为较阿曼/迪拜均价升水 6.1 美
元/桶。

3. 美国政府将与石油公司举行会议以帮助降低燃油价格，或考虑限制燃油出口
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敲定能
源部官员与石油公司之间的会议，该会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举行。她表示，拜登愿意用任何合理方式帮助
提高炼油厂的产能，以帮助降低燃油价格，并将就此听取石油公司的意见。
另外，最近几天，有关限制汽油和柴油出口的讨论有所升温， 美国能源情报署表示，正在讨论中的限制
措施将不包括全面禁止石油产品对外销售，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也预计将于 6 月 23 日与炼油厂高管
会面。

4.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应对食品价格和油价飙升
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降低食品和燃料成本法》，该法案包含多条单独的农业
条款，旨在解决食品成本上升和供应链问题。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大乙醇燃料混合物的供应来解决燃油价
格飙升问题，措施包括取消对 15%乙醇混合物在夏季的销售限制，并拨款 2 亿美元用于生物燃料基础设
施和设备。

5. 美国财政部：发布与伊朗有关的新制裁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 16 日发布公告，对伊朗多家石化企业以及相关外国合作企业实施制
裁，以限制伊朗石油化工产品的出口。 美国财政部称，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美国将继续利用制裁来限
制伊朗出口石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表示，美国正在寻求有意义的外交途径。 美
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仍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可能性。

6. 乌克兰几乎全境陆续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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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24 频道称，截至基辅时间 16 日 10 时 40 分，乌克兰几乎全境陆续响起了防空警报，进入防空紧
急状态。同时，德法意三国领导人已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重点讨论粮食安全、军事援助以及对乌克兰支
持等问题。
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尚未收到基辅对其提议的回应。法
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应自主开展与俄罗斯的谈判，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和德国均无法代替乌克兰。

7. 法德意三国：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法德意三国领导人正在基辅进行访问，表明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强调不会干涉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
判，由乌克兰独立决定谈判形式与内容。但当天乌克兰基辅多次响起防空警报。

8. 美官员：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直到俄乌冲突结束
当地时间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直到俄乌冲突结束。约翰·柯比称，美国正在与乌克兰进行持续对话。

9. 瑞士央行 7 年来首次上调利率
16 日，瑞士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0.25%，为 7 年来首次调整利率。瑞士央
行称不排除在未来进一步提高瑞士央行政策利率，以将通货膨胀稳定在与中期价格稳定一致的范围内。
瑞士央行行长乔丹称瑞士央行准备干预市场，以遏制瑞士法郎的过度升值或贬值。

10. 英国央行加息 25 基点，利率升至十三年新高，暗示必要时会采取更强有力行动
英国央行公布的利率决议显示，英国央行如期加息 25 个基点，将政策利率提高至 1.25%，前值为 1%。
1.25%的关键利率也是 2009 年 1 月英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央行发出迄
今为止最强烈的加息信号，称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更大行动来遏制通胀。

11. 为避免加剧通胀，欧洲央行可能在新工具下进行对冲操作
为避免加剧通胀，欧洲央行可能会选择中和新的危机应对工具下的债券购买行为。欧洲央行通过任何新
工具进行的债券购买，可能都会涉及到出售投资组合中的其他证券，以便不会破坏抑制创纪录通胀的努
力。

12. 欧洲央行计划限制债券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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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26 日周四的会议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告诉欧元区国家财长，一旦实力较弱的国家借款
成本升得太高或者太快，欧洲央行会启用新的对抗危机工具。假如债券息差扩大到超过特定的门槛，或者
市场波动超过特定速度，就可能触发欧央行使用新工具。

13. 日本贸易逆差扩大至八年新高 日元贬值推升进口成本
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贸易逆差增至 2.38 万亿日元（177 亿美元），为 2014 年 1 月以来最
高。进口同比飙升 48.9％，出口增长 15.8％。受俄乌战争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在上涨，再加
上日元下跌加剧成本压力，日本贸易连续 10 个月处于逆差状态，为 2015 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14. 发改委：促进政策效应加快释放 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全力推动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尽快落地见效，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实化相关举措，及时调度工作推进情况，密切跟踪并及早解决
政策落实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策效应加快释放，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
合理增长，努力为下半年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并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5. 国家统计局：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降势，但降势趋
缓，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下降城市个数减少；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有回落或降幅
扩大，同比下降城市个数增加。

【产业信息】
1. 反垄断立法最新进展：将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适用规则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拟于下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杨合庆 16 日在
北京表示，提请审议的草案二次审议稿将进一步明确反垄断相关制度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具体适用规则。
既有总扩性的规定。

2. 国家能源局：截至 5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2 亿千瓦 同比增长 7.9%
国家能源局发布 1-5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5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2 亿千瓦，同比
增长 7.9%。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24.4%。1-5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462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69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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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茅台董事长丁雄军：今年目标营收 1259 亿元，增速 15%
6 月 16 日，贵州茅台举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雄军宣布公司今年的
经营目标，一是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15%左右，实现营收 1259 亿元的目标，增速 15%，较去年增
速目标提高 4.5 个百分点，增长额 164 亿元。

4. 消息称特斯拉全线提价
据汽车新闻网站 ELECTREK，特斯拉已大幅提高了旗下所有电动汽车的价格，其中一些车型的价格上涨
了 6000 美元。Model 3 是目前特斯拉所有车型中涨价幅度最小的一款。只有长续航车型受到影响，价
格从 54490 美元上涨到 57990 美元。

5. 法拉利证实将在 2025 年推出首款全电动汽车
法拉利昨日举行资本市场日，公司证实将在 2025 年推出第一辆全电动汽车。CEO 表示，公司的全电动
汽车将具有最高的功率密度，这源于一级方程式的经验；公司将为新的电动车型设计和制造自己的电动
机、变频器和电池模块。

6. 俞敏洪谈董宇辉直播走红 ：希望东方甄选能够从此打开局面
俞敏洪 6 月 16 日发文称：“昨天晚上董宇辉的直播，达到了同期在线六十万人以上，这就是真正成为现
象级的传播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时的热闹，但我确实希望东方甄选能够从此打开局面，为新东方的发
展，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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