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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收益率持续下行，我们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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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事件回顾

 4 月 20 日至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多日在陕西考察调研。调研时强调，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推进 5G、

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加大交通、水利、能源等

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4 月 20 日，央行公布本月 LPR 报价。1 年期下降 20 个基点至 3.85%，5 年期

以上下降 10 个基点至 4.6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 2019 年 8 月央行改革完

善 LPR 形成机制以来，两个期限的 LPR 单月最大降幅，也是第二次非对称下

降。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

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

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 3个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4 月 23 日，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调

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了 2020 及未来三年的补贴

变化，给市场吃下定心丸。

 美东时间 4 月 20 日，原油价格跌至负区间。周二到期的 5 月西德克萨斯中

质油(WTI)期货跌 305.97%至负值区间，结算价为-37.63 美元，即卖家要向

购买其原油买家付钱，这一现象有史以来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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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与点评

 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主要指数 利率(%) 前值(%)
上周涨跌幅

（BPS）

交易所

GC001 1.63 1.53 +10

GC007 1.58 1.55 +3

GC014 1.55 1.56 -1

银行间

DR001 0.91 0.71 +20

DR007 1.55 1.46 +9

DR014 1.33 1.24 +9

SHIBOR 利率：1个月 1.30 1.31 -1

SHIBOR 利率：3个月 1.40 1.40 +0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未进行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有 2674 亿元定向中

期借贷便利（TMLF）到期，缩量进行了 561 亿元 TMLF 操作，净回笼 2113 亿元。

资金面相对均衡，各利率品种涨多跌少，DR001 周度上行 20bps 收于 0.91%，DR007

周度上行 9bps 收于 1.55%。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4 / 10

工银私人银行 | 投资顾问团队

市场数据与点评

 债券市场

固定收益市场主要指数 利率(%) 前值(%)
上周涨跌幅

（BPS）

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2.51 2.56 -5

国债到期收益率:3年 1.41 1.63 -22

国债到期收益率:1年 1.13 1.23 -10

国开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2.80 2.84 -4

国开债到期收益率:3年 1.72 1.81 -9

国开债到期收益率:1年 1.20 1.24 -4

上周国债各期限收益率普跌，各期限品种平均下跌 7.5bps，其中 10 年期品

种收益率下跌 5bps 至近期低位，收于 2.51%。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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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与点评

 股票市场

权益市场主要指数 收盘价 前值 上周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2808.53 2838.49 -1.06

沪深 300 3796.97 3839.49 -1.11

上证 50 2776.02 2809.08 -1.18

中小板综指 9842.43 9913.42 -0.72

创业板指数 2003.75 2020.77 -0.84

中证 500 5273.55 5318.45 -0.84

标普 500 2836.74 2874.56 -1.32

日经 225 19262.00 19897.26 -3.19

STOXX 欧洲 50 2801.33 2826.09 -0.88

上周 A股震荡下跌，上证综指险破 2800 点，结构上小票略强，北上资金单

周净流入 24.15 亿元；虽然周五美股尾盘发力，三大股指均收涨 1%，但周度仍

然收跌，标普 500 周跌 1.32%，欧洲斯托克 50 则周度下跌 0.88%。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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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与点评

 外汇商品市场

外汇市场 价格 前值 上周涨跌幅（%）

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美元兑人民币 7.0803 7.0718 +0.12

全球核心货币

美元指数 100.2433 99.7177 +0.53

欧元兑美元 1.0823 1.0875 -0.48

英镑兑美元 1.2367 1.2501 -1.07

避险货币 美元兑日元 107.5100 107.5350 -0.02

上周全球外汇储备的避险需求重新兴起，美元指数一度站稳 100 关口以上,

收报 100.2433。人民币方面，受美元指数上涨影响，上周人民币小幅走贬，报

7.0803。

商品市场 价格 前值
上周涨跌幅

（%）

黄金（单位：元/克） 382.78 372.18 +2.85

WTI 原油（单位：美元/桶） 16.94 18.27 -7.28

布伦特原油（单位：美元/桶） 21.44 28.08 -23.65

上周黄金现货价格上涨 2.85%；原油方面，受周一油价极端走势影响叠加其

带来的恐慌情绪，WTI 原油一度下探至负 40 美元一桶，WTI、布伦特原油每桶结

算价较上周分别大跌-7.28%、-23.65%。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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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核心视点

4 月份 LPR 降幅创下去年 8 月改革启动以来的最大降幅,降息仍然在持续。

具体来看，一年期报价 3.85%，较上月下浮 20bp；5 年期以上报价 4.65%，较上

月下浮 10bp。展望未来，4月 17 日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息”、“降准”，叠加

“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的表述，我们认为央行在先后调降 OMO、

MLF、LPR 等政策利率基础上，调整基准利率进一步引导利率下行的空间仍在。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持续的宽松政策催生低利率环境，理财收益率或将持续下行。受政策利率下

行影响，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当前市场以“宝宝”类为代表的货币基金七日年

化收益率已多数下探至 2%以下；而根据目前对全市场理财产品的监测，产品收

益率也在逐步下行。目前市面上 1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仍维持 4%左右的业绩基

准,与部分中小银行 3年期定存利率相当,在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利率水平持续走

低的大背景下，理财产品业绩基准大概率仍将持续下行。

数据来源：Wind, 工银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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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核心视点

我们如何应对？面对可能持续存在的低利率环境，建议投资者首先要正确认

识当前理财收益的合理水平，不要在下行区间内盲目追求高收益投资产品，承担

过大的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资产组合平衡性，配置

可以带来确定性、稳健性同时具有高安全边际的资产。

1、重点关注业绩基准相对合理、投资风格相对稳健的固收类理财产品和非

标专项产品，提高组合收益稳定性。

2、关注资产组合中权益属性资产配置比例，在资产组合中适度配置一定比

例的权益属性产品，提高组合收益弹性。

3、根据自身投资需求或结合资本市场走势，关注部分创新类理财产品，如

全球配置类产品、指数增强类产品、挂钩类产品等。

4、关注具有稳定现金流入的年金险等保险类产品，在中长期利率下行的背

景下提前锁定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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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投资关注

 权益：短期或将筑底震荡，中长期具有配置性价比

短期来看，A股或将维持底部震荡。近期市场虽出现了筑底修复的态势，但

是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疫情防控效果有待观察，二季度全球经济尚未达

成一致预期，致使国内经济短期内复苏压力较大，A股脱离底部的时点和节奏具

有不确定性。

中长期来看，多因素将对 A股价值形成支撑。从政策面来看，近期我国宏观

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并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着力点。从基本面来看，一季度经济

大概率见底，3月数据环比大幅改善，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要素

市场化改革、新基建、城市群建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基本面回暖将对 A

股形成利好。从资金面来看，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海外资本市场流动

性危机边际缓和，北上资金近期延续净流入态势，A股资金面整体宽裕。从估值

来看，A股目前整体估值水平较低，市盈率处于历史 10 年期 36%分位点；同时，

随着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股债性价比逐步向股票端倾斜，给权益市场带来支

撑。

建议仍有权益类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择机选择稳健的权益属性产品完成

配置，提升资产组合收益弹性。

 固收：短期震荡概率较大，中长期存在下行空间

短期来看，利率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海外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油价暴

跌后形成通缩压力，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经济衰退风险，国内经济虽大概率探底，

但实际复产效果及消费恢复进度尚待观察，短期内利率的盘整走势将大概率延续。

就中长期利率来看，或将呈现下行趋势。4月政治局会议对于货币政策明确

“降息”，流动性宽松预期进一步提升，意味着后续央行应该会通过量价对资金

利率进行进一步引导，未来资金利率维持低位甚至进一步挑战低点。同时，受海

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或将处于较低水平，将支撑对固收类资

产的需求。

就理财配置来看，建议投资者抓住配置窗口期，选择优质固收及固收增强类

产品，夯实资产组合基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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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完全基于公开信息，我部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

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部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

建议仅供参考。本报告中的信息或观点并不代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观点，所构成具体

的操作建议，仅供参考。

本报告内容及观点仅供交流使用，对任何个人和机构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本报告

所提供信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盈亏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中提到的投资

产品可能不适合所有投资者，请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做出决定。相关产品信息仅供参考，具体

产品信息请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披露及产品说明书为准。

本报告版权仅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对外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

人银行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

人银行部保留对任何侵权行为和有悖报告原意的引用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

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