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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特朗普赢得大选 欧美市场不跌反涨 

信息精粹： 

◆【交通银行完成首期不良 ABS 发行 总额 15.8 亿元】 

◆【证监会：期货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配资】 

◆【监管部门要求控制房贷总量 做到月度增量环比下降】 

◆【外管局：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对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首现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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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赢得大选 欧美市场不跌反涨 
【参考信息】 

 特朗普以 289对 218张选举人票，大胜建制精英希拉里。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

总统，市场恐慌仅持续 7个小时。但全球市场在美股开盘迅速转涨的带领下全

线飘红，目前美股三大指数基本平盘，意味着道指收复了特朗普逐渐确立大选

胜势后高达 800点的跌幅。欧股全线走升，泛欧斯托克 50指数一度冲上持平线，

德英法三大市场转升。 

 美元指数扭亏为盈，创下日内新高 98.423 点，已超出特朗普当选冲击波来临前

的水平，同时创下 11月 1日以来新高。美国时间周三，道指涨 256.88点，报

18589.62点，涨幅 1.40%；标普指数涨 23.62点，报 2163.26 点，涨幅 1.10%；

纳指涨 57.58点，报 5251.07点，涨幅为 1.11%。 

 泛欧 STOXX 600 指数盘初最多下跌 2.4%，因特朗普政策立场具有不确定性，但

该指数之后逐渐反转，收盘上涨 1.5%，报 339.8点，为 10月 31日以来的最高

收位。英股富时 100指数收涨 1.0%，法股 CAC指数上升 1.49%，德股 DAX指数

大涨 1.56%。 

 与此同时，金价涨幅大幅缩水，北京时间 23：30，美市主力期金涨 1.14%，报

1289美元/盎司，此前金价一度大涨 5%。美油和布油也摆脱此前低谷，恢复到

大选各州逐步开票前的水平。 

 市场初步摆脱了特朗普当选后的恐慌，开始思考如何面对现实并发掘潜在盈利

的可能。高盛的首席美股策略师 David Kostin 预计，标普 500 指数到 2016年

底将在 2100点，比周二收盘水平低仅 1.8%，他认为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对美股

的影响有限，并表示股市未来几年可能恢复上涨。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在竞选期鲜明激进，而具有吸引眼球的功效。但在未来四年

的总统任期内，他所推进的改革需要纳入现行的治理框架，必须务实可行，因

此整体上应对于提高美国增长动力有利，从而为金融市场奠定基础。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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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美国大选结果影响，美联储 12月加息的几率一度骤降至 50%之下。但是，根

据最新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价格显示，市场隐含的联储 12月加息几率又重返

71.5%之上，市场似乎对联储维持既有政策恢复了信心。 

 瑞信亚太区首席投资长 John Woods称，特朗普出任总统可能并不像市场所认为

的那样具有不可预测性。共和党正统将占上风并延续亲商政策，将降低这种不

可预测性。当前的宏观经济前景并没有任何不同，全球股市的大幅下挫看来是

反应过度。以基础设施支出为形式的美国激进财政政策将为公司利润提供动能，

而对海外利润汇回国内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有望给美元带来极大的积极影响 

【分析点评】 

 不论美国总统最终由谁当选，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不确定性的消除，投资者紧

张情绪的平复。长期来看，股市走势仍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当天支撑市场上

涨的另一大因素是美联储。特朗普当选使得美联储 12月加息变数增加，投资者

对美联储维持更长时间低利率的预期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股市形成支撑。 

 市场在冷静之后发现，虽然特朗普总是语出惊人，但他的减税和放松管制的经

济理念对市场来说也并非坏事。华尔街不少资产管理公司在高频交易中面临着

高昂税费和严苛监管，而特朗普主张的降低企业税负、对华尔街放松监管等经

济政策都是利好市场的因素。 

【参考链接】 

 特朗普赢得大选 欧美市场不跌反涨 

 

◆【交通银行完成首期不良 ABS 发行 总额 15.8 亿元】 

交行日前完成“交诚 2016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正式发行，发行总额 15.8

亿元。 

至此，首批试点的 6家银行已全部完成首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发行工作，

部分银行进度较快，已经完成第二期、第三期的发行。整体来看，各行首期不良 ABS的

基础资产以对公贷款为主，且主要分布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0/14997457_0.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6-11-10/doc-ifxxsmif2623071.shtml


 

 4 

交行首期不良 ABS发行总额为 15.8亿元，其中优先级规模 11.5亿元，占比 72.78%，

次级档规模 4.3亿元，占比 27.22%。其中优先级发行利率为 3.18%，获得 2.7 倍认购，

次级档溢价 4.5%发行，获 1.83倍认购。 

交行首期不良 ABS 未偿本息余额约 56.89 亿元，资产池中单户平均未偿还本息余额

达 3870万元；147户借款人中，预计回收率多介于 30%至 60%之间，其中约 86%的贷款

以抵押+担保为还款来源。而在信用增级方面，交行首期不良 ABS一方面设置流动性储

备账户平抑现金流回收波动风险，保障优先级利息偿付；另一方面引入高信用等级的机

构作为流动性支持机构。 

在基础资产的地域分配方面，交行首期不良 ABS的基础资产分布于江苏、浙江、福

建三个沿海发达省份，未偿本息余额占比分别为 30.65%、59.88%、9.46%。交行表示，

上述区域的经济活力全国领先，不良资产交易活跃，处置回收现金流稳定性高。 

交行首期不良 ABS 问世，也意味着六大试点行均已发行首期不良 ABS，合计首期规

模 69.57亿元，其中建行已完成第二期不良 ABS 发行，两期合计发行规模 22.62 亿元；

招行则陆续完成发行额分别为 2.33亿元、4.7 亿元、6.43亿元的三期不良 ABS发行。 

基础资产的贷款质量方面，各行已发行的不良 ABS基础资产以次级类、可疑类贷款

为主，以增加基础资产的回收率，降低不良 ABS 的风险。其中，农行不良 ABS基础资产

中次级类、可疑类贷款未偿本息余额比例分别为 41%和 59%，建行、工行、交行不良 ABS

中次级类占比均超 70%，中行不良 ABS基础资产中的次级类贷款占比则超 90%。 

◆【证监会：期货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配资】 

为持续强化期货公司合规监管，证监会 9日下发通知，要求派出机构督促期货公司

加强经纪业务风险管理，密切关注客户风险状况，加强对期货配资活动的风险防范。要

求各期货公司不得从事配资业务或以任何形式参与配资业务，不得为配资活动提供便利。

要求派出机构一旦发现期货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今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商品期货品种价格波动加大。为确

保市场平稳安全运行，使期货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监管部门主动出击，果断采取措

施，防范市场风险。 

证监会已多次向各期货交易所和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下发风险提示函，要求加大

对交易、结算、交割等重点环节的监管力度，严防交易、结算风险，加强异常交易行为

监管，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排查力度，严防投机资本操纵市场价格。各期货交易所严查市

http://futures.hexun.com/2016-11-10/186818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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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异常交易，排查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并采取多种措施严格抑制市场过度投机，确保市

场秩序合理有序。 

证监会还于近日进一步向各期货交易所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抑制

过度投机，防止市场价格操纵。要求各期货交易所立即全面展开对各种资管产品账户的

持有人、管理人、投资顾问等相关信息报备及排查工作，并确定了严格的资管产品账户

实际控制关系认定标准，从严管理资管产品账户实际控制关系，以严厉打击利用资管产

品账户规避限仓的行为。各期货交易所已着手落实此项工作。 

在证监会的严密监管下，三大期货交易所已共同出手上调多个品种的交易手续费及

保证金标准，并调整了部分品种的涨跌停板幅度，同时，对焦炭、焦煤品种实施交易限

额制度。 

◆【监管部门要求控制房贷总量 做到月度增量环比下降】 

随着监管部门提示房地产信贷风险，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或将从 11月开始有所

回落。 

监管部门对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并未变化，但较之前强调了

贷款人信息等真实性审核，同时在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量上，要求做到月度增量环

比下降。也就是说，11 月较 10月的住房贷款增量要低于 10月较 9月增加的量，以此类

推。 

银行仍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视作零售战略的重点之一。接下来，银行会发力消费信

贷、聚焦优质国企、优质民企、优秀的上市公司及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把握“一带

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机会。 

监管部门召开商业银行住房信贷会议，要求各商业银行理性对待楼市，强化住房信

贷管理，控制好相关贷款风险。银行应针对人口老龄化、未来信贷收缩、房地产价格下

跌“齐聚头”的可能情形，前瞻性地做好风险监测、压力测试和风险处置，“积谷防饥”，

进一步增加拨备和充实资本。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令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持续扩张。央行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加 3.63万亿元，同比多增 1.8万亿元。其中，9

月份新增 4759亿元，同比多增 2055亿元。 

http://bank.hexun.com/2016-11-10/186818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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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个人贷款规模大幅增长，其中不少来源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高速增长。例如，

中信银行在其三季报业绩发布会报告中表示，9月末，中信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加

1266.2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47.09%。 

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较为活跃，居民购房需求较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规模占

个人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较高。银行将重点支持居民首套自住和合理改善购房贷款需

求，坚持中高端目标客户定位，稳健发展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在当前优质资产难寻的背景下，银行将大量信贷投放到违约率较低的个人住房贷款

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需求下降、银行收缩房贷授信规模，预计未来个人房贷会出现明

显下降。 

10月份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正在探底回升，企业贷款需求提升。优质企业贷款、消

费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将会成为银行配置的方向。 

◆【外管局：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对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首现净流出】 

第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净流出 23.15亿美元，这也是该

数据自 2012年公布以来首次出现净流出。此前第二季度为净流入 2.8 亿美元。 

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继续维持净流出，但净流出额仅为 16.79亿美元，

环比萎缩超七成；第二季度净流出 58.05亿美元。 

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81.28亿

元人民币，流出 235.60 亿元人民币，净流出 154.32 亿元人民币。 

三季度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 216.36亿元人民币，流入 104.45亿

元人民币，净流出 111.91 亿元人民币。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09/1499625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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