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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收益率倒挂引衰退担忧

新华社 12 月 6 日电（记者秦天弘）美国 2
年期、3 年期国债与 5 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
挂，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或面临衰退的普遍
担忧。周二美股大幅下挫，创自 10 月暴跌以
来的最大跌幅。纽约股市三大股指跌幅均超
过 3%，道指暴跌约 800 点。
最新数据显示，2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收益
率 差 收 窄 至 9.92 个 基 点 ，创 2007 年 以 来 新
低。根据历史经验，美债收益率倒挂往往是
美国经济衰退和股市调整的先行指标，短债
收益率高于长债，意味着长线投资信心减弱，
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期望下降。
三大股指全线重挫

为国债收益率倒挂做好准备。”
双线资本公司首席运营官杰弗瑞·冈拉
克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出现的倒挂是
经济将要走弱的信号，国债收益率的扁平化
将取决于美联储未来对利率的上调。
美联储此前发布的联储高级官员意见调
查报告显示，美国银行业也对美债收益率倒
挂情况表示担忧。部分银行表示，收益率倒
挂意味着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现有的贷
款组合质量下降，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将下
降，同时贷款所取得的利润将降低，银行的贷
款业务将无利可图。
本轮加息或接近终点

美国三大股指 4 日早盘大幅低开，午后进
一步走低，收盘时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 3%。
截至 4 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
一交易日大跌 799.36 点，收于 25027.07 点，跌
幅 为 3.1% ；标 准 普 尔 500 种 股 票 指 数 下 跌
90.31 点，收于 2700.06 点，跌幅为 3.24%；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则下跌 283.09 点，收于 7158.43
点，跌幅为 3.8%。板块方面，标普 500 指数十
一大板块当日十跌一涨，金融板块和工业板
块分别以 4.4%和 4.35%的跌幅领跌，由于避险
需求推动，公用事业板块上涨 0.15%。
具体来看，科技股是重挫主力，被视为美
股风向标的五大科技公司股票全线下跌，亚
马逊下跌 5.9%，奈飞下跌 5.2%，谷歌母公司字
母表股价下跌 4.8%，苹果下跌 4.4%，脸谱下跌
2.24%，这五大科技公司市值总计缩水超过
1400 亿美元。
此外，金融、能源板块也遭到重挫，美国
银行跌 5.43%，摩根士丹利跌 5.04%，摩根大通
跌 4.46%，花旗跌 4.45%，高盛跌 3.82%，EOG
能源跌 3.74%，康菲石油跌 3.17%，埃克森美孚
跌 2.2%。
面对美股暴跌，全球股票市场也受到影
响。欧洲三大股指 4 日全线下跌，英国富时
100 收跌 0.56%，法国 CAC40 收跌 0.82%，德国
DAX 收跌 1.14%。亚太股市 5 日早盘全线低
开，截至收盘，日经 225 指数下跌 0.53%，韩国
首尔综合指数下跌 0.62%。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 2 年期与 10 年期
美债收益率倒挂发生在 2007 年，即金融危机
正式爆发之前。富国银行利率策略主管迈克
尔·舒马赫表示，历史数据显示，尽管并非所

有的倒挂都将导致经济衰退，但在经济发生
衰退之前总是会出现美债收益率倒挂。
根据富国银行的数据显示，自 1988 年以
来，2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
后约半年至两年内均出现经济衰退。此前，
美国九次经济衰退之前均出现了 2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利率倒挂。
业内人士分析，近日美债走势出现波动
与两大因素直接相关。一方面，受全球贸易
摩擦有望趋缓影响，
金融市场中风险资产的吸
引力开始上升，令短期国债的配置需求下降，
价格下挫推高了收益率。另一方面，
有迹象显
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或已接近终点，
制约了
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的空间。3 日，美
国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跌破 3%大关，这也是
2017 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200日移动均线。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的讲话中表
示，目前的利率水平“略低于”中性利率。就

国开行成功发行 24 亿美元等值境外债券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许晟、王都鹏）记者 6 日从
国家开发银行获悉，国开行日前在国际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2018 年首笔 24 亿美元等值双币种债券。
本次发行采用单一债项评级（穆迪 A1），包括 3 年期 10 亿
美元浮息债、5 年期 5 亿美元浮息债和 4 年期 8 亿欧元固息债，
吸引了亚洲和欧洲等地区的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等商业性机
构以及大量中央银行及主权类机构参与。
据国开行介绍，国开行自 2015 年重启境外外币债券发行
以来，已连续 4 年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目前已累计发行 164
亿美元等值外币债，包括 95 亿美元债和 62 亿欧元债，涵盖固
息和浮息、公募和私募等多个品种。

大商所 11 月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50 起
新华社大连 12 月 6 日电（记者白涌泉）记者从大商所获
悉，为切实履行市场一线监管责任，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大商
所持续对异常违规交易行为进行严厉查处，11 月共处理异常
交易行为 50 起。
2018 年 11 月，大商所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50 起，包括自成
交超限 34 起、频繁报撤单超限 16 起，通过会员单位对上述达
到异常交易处理标准的客户进行电话提示，并对其中 5 名客
户或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组采取限制开仓 1 个月的监管措施。
处理违规交易线索 14 起，包括对敲转移资金 6 起、自成交
或约定交易影响合约价格 4 起、违反交易限额规定 4 起，对相
关客户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经济衰退信号隐现
市场分析认为，
美债收益率倒挂引发市场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严重忧虑，
促使投资者大量
抛售相关股票，
成为美股暴跌的主要原因。
3 日，美国国债市场出现 11 年来未遇的情
况。当日，2 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超 3 个基点，
报 2.8211%；3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不到 3 个基
点，报 2.8274%；5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不到 1 个
基点，报 2.8175%；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不
到 2 个基点，
报 2.9697%。
3 年期和 5 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为 2007
年以来首次出现。2 年期、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的 差 距 也 缩 小 至 略 高 于 15 个 基 点 ，同 样 为
2007 年以来最低水平。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利率倒挂是经济衰
退的一个早期迹象。在美国减税措施对经济
刺激作用开始消退的情况下，国债收益率利
差倒挂无疑加剧了本已存在对美国经济可能
在 2020 年左右陷入衰退的担忧。而今年三季
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仍处于 3.5%的高增长轨
道上。
美银美林交易所指数基金策略负责人巴
特尔斯 4 日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全球经济
增长已经开始放缓，市场目前关注的焦点是
经济形势的走向，边缘政策带来的震荡将继
续。巴特尔斯说：
“我们认为目前市场还没有

A 股延续调整势头 深市表现相对弱势
新华社上海 12 月 6 日电（记者潘清）6 日 A 股延续调整势
头，上证综指下行逼近 2600 点整数位。深市表现相对较弱，三
大股指跌幅均超过 2%。个股普跌的同时，行业板块全线告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29.82 点低开，早盘摸高 2633.68 点后开
始震荡走低，午后下行逼近 2600 点整数位。尾盘沪指收报
2605.18 点，跌 44.63 点，
跌幅为 1.68%。
深证成指跌193.46点后，
以7735.05点报收，
跌幅达到2.44%。
创业板指数跌2.61%至1345.76点。中小板指数表现最弱，
收盘报
5132.72点，
跌幅达到2.76%。沪深两市个股普跌，
仅400余只交易
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
两市仅20多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收跌。通信、航空公司、医药板块跌幅超
过或达到 3%，海运、白酒、医疗保健等板块走势较弱，贵金
属、航天国防、综合类、船舶等板块表现相对抗跌。沪深 B
指 继 续 回 落 。 上 证 B 指 跌 0.78% 至 280.50 点 ， 深 证 B 指 跌
1.31%至 864.05 点。沪深两市延续缩量态势，分别成交 1291
亿元和 1818 亿元，总量
降至 3100 亿元附近。
深沪大势分析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7.06
6.01
11.42
8.25
8.33
4.87
6.52
3.79
6.41

+3.67
-1.80
-1.04
-2.14
-1.19
+9.93
+0.31
-2.07
-1.84

184290
110541
10972
68047
143709
59004
22603
47871
38081

排行榜
深市
昨日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 666 元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
一价全含

联系电话：
0970-7680723/7680726

更多信息，
关注我们

名称
京城股份
文一科技
青海华鼎
立霸股份
保隆科技
正川股份

名称
南国置业
粤传媒
浙江世宝
骅威文化
浔兴股份
科士达

在一个月前，他还认为目前利率距离中性利
率“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市场将这一措
辞变化解读为，2019 年再小幅加息后，本轮加
息周期可能就此结束。
3 日，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事务的副主席
夸尔斯发话呼应了鲍威尔此前的表态。他表
示，中性利率的概念在帮助指导货币政策方
面很有用，即使它“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概
念”。他称，鲍威尔准确地表示美联储正在接
近这一区间，但最终会到达区间的哪个位置
将取决于经济数据。
不过，也有一些华尔街机构认为，投资者
目前无需过度担忧。美联储部分高层今年以
来也表示，全球量化宽松的大环境导致目前
长短期利率都处于历史低位，这是流动性充
裕 的 结 果 ，而 不 是 市 场 对 未 来 增 长 表 示 悲
观。在目前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下，即使形成
美债收益率倒挂，
也不必然引致经济衰退。

僵尸企业债务处置

应循市场化方向

新华社 12 月 6 日电（甄新
伟）
“僵尸企业”及产能过剩企
业债务处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点领域，也是制约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近期联
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
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
作的通知》，重拳出击“僵尸企
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问题。笔
者认为，在债务处置过程中应当
坚持市场化处置机制，妥善保障
平衡好各相关主体权益，同时要
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提升市场自
我出清能力。
首先，要妥善保障、平衡好
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尤其是
企业职工权益。
“僵尸企业”及去
产能企业债务处置，除了涉及企
业内部职工切身利益外，还关乎
债权人、股东以及投资者利益，
往往涉及金融机构、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外资企
业等多类经济主体，还有可能涉
及政府部门等，应坚持依法平等
原则，充分尊重相关主体合法权
益。债务处置是一个相关方进
行利益博弈的过程，期间要格外
重视保障作为弱势群体且影响
社会稳定的重要群体——企业
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债务处置
阶段，无论是企业股东还是债权
人、投资者，往往会面临经济损
失，相关方应在充分尊重合法权
益的基础上，加强各主体间平等
有效协商，尽可能合理平衡好经
济损失承担。
其次，要坚持以市场化方式
处置为主，同时政府要积极引
导。市场化方式处置“僵尸企
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更能充
分体现处置过程的公开、公正、
透明，避免发生道德风险，有关
部门也可有效监督，提高处置工
作效率效果。同时，
国有企业、
集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5.61
14.88
4.87
9.94
22.05
17.56

10.00
9.98
9.93
8.04
6.32
5.28

新华锦
闻泰科技
贝通信
广电网络
朗迪集团
新华文轩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2.70
4.47
4.69
4.71
7.67
8.11

香格里拉
售票处

10.20
10.10
10.09
10.05
10.04
10.04

新海宜
沪电股份
世纪鼎利
光一科技
安妮股份
万通智控

体企业中的
“僵尸企业”
及去产能
企业，往往涉及大量职工安置等
问题，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
用，协助债务处置。相关政府部
门应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及指导职
能，高效协调各方力量，多措并
举，
积极推进债务处置进程。
其三，要重视处置时效，也
要重视处置实效。
“僵尸企业”及
去产能企业往往依赖政府补贴、
银行续贷和拖欠其他企业债务
等维持，债务处置时间越长，造
成占用人力、资金、土地等经济
资源的效率损失就越多，处置成
本增加，给相关方造成的最终损
失也会更大，处置难度会进一步
提高。因此，债务处置的时间效
率非常重要。不过，债务处置工
作不能因追求时间效率搞“一刀
切”，要注意经济效益，否则欲速
则不达，还有可能诱发新的风险
或风险集中爆发，得不偿失。
其四，要及时总结经验，优
化法制环境，注重长效机制，提
升市场自我出清能力。在采取
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债务重组、
兼并重组、债务追偿等各种方式
处置债务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
会暴露出来，特别是“僵尸企业”
及去产能企业市场出清相关机
制运行方面的薄弱环节或者堵
点、难点，这些问题需要相关部
门认真及时总结，完善相关领域
法制建设，提高司法效率，提升
我国经济市场化法制化程度。
总之，及时妥善处置“僵尸
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有助
于将我国经济低效率领域的大
量人力、金融和物质资源腾挪出
来，及时配置到高质量发展领域
中去，有效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
险，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
值，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活
力，助力我国经济提质增 效 转
型。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6.17
27.61
19.43
6.66
26.73
11.26

-10.06
-10.01
-10.00
-10.00
-10.00
-9.99

农业银行
市北高新
中国建筑
大众公用
包钢股份
中国人保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4.47
6.89
6.46
7.54
6.29
9.98

-10.06
-10.05
-10.03
-10.02
-10.01
-10.01

京东方Ａ
罗牛山
中兴通讯
分众传媒
超华科技
拓日新能

收盘价 成交额（万）
3.57
7.01
5.88
5.12
1.54
6.45

83514
132864
81725
70613
20475
76166

收盘价 成交额（万）
2.74
9.95
19.89
5.86
5.07
3.27

73150
228772
413067
76346
65722
41567

飞机票、
火车票、
国内外旅游、
签证、
租车、
订酒店
预订即送影视平台 198 元包年 VIP 会员、
新片大片抢鲜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