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债“冲击波”此起彼伏 市场期待美联储

维稳

● 本报记者 薛瑾

日前，“美债风波”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

动。业内人士称，美债收益率与股市通常存在一

定的“跷跷板”效应。 当美债收益率提高时，资

金会更多流向债市寻求无风险回报率， 股市存

在一定调整压力。

数据显示，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日较前期

有所回落，分析人士预计，其上行趋势犹存。 美

债收益率下一步是触及“天花板” 还是迎来转

折点，作为美债“接盘侠”的美联储是否会出面

干预，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聚焦所在。

通胀预期升温

始于去年8月的美债收益率上行，在今年2

月变得尤为猛烈。从收益率曲线走势来看，今年

2月以后，“陡峭”特征愈发显著。上周，“基准”

美债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1.6%，创出

近一年的最高纪录。

这一数据的飙升， 在全球市场掀起轩然大

波，引发全球资产的剧烈波动。包括美股和A股

在内的资产纷纷下跌。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美债收益率的陡然升

高？业内普遍认为，通胀预期升温是最主要的原

因， 而美债发行供大于求也是其背后的推动因

素。 有分析指出，此次通胀预期的升温，一方面

来自疫情后全球需求回升， 另一方面来自美国

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即将落地， 强化了市场对

美国经济恢复的信心。

此外， 多轮财政刺激计划让美国财政赤字

急剧扩大，美债发行量大幅上升，供大于求现象

愈发突出。 日前，美国财政部620亿美元的7年

期国债拍卖的投标倍数仅为2.04， 创十多年来

的新低水平，美债需求降至冰点。

美债收益率或进一步走高

对于被美债收益率飙升“吓坏” 的市场而

言，接下来美债收益率怎么走至关重要。

据国内外机构当前普遍预测， 美债收益率

仍有上行趋势。不少机构预测，本轮上涨的目标

位在1.5%-1.9%区间， 极限位置会达到2%左

右。

中粮期货分析人士认为，美债收益率1.7%

已经到达了本轮的顶部。 “如果美联储继续放

任收益率上行，刺破美股这个大泡沫的冲击过

大，谁都未必能够承受住；另外，1.7%的位置已

经到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准，不要忘记经济就算

剔除疫情影响也仍在下行周期中，那么刚刚复

苏的实体经济很难承受2%的融资成本。 ”该人

士表示。

美国银行首席股票策略师苏布兰马尼安表

示，历史经验显示，当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1.75%，将是一个转折点，股市可能将经历下一

轮抛售潮，投资者将抛售股票重返债市。 因为

到了1.75%， 则意味着10年期美债收益率超过

了标普500的股息收益率。

平安证券研究所认为，目前美债收益率所

隐含的通胀预期已经比较充分。 中金公司宏观

团队认为，短期内美债有望暂获喘息；展望未来

几个季度，美债利率仍会逐渐上行，预计四季度

美债收益率可能回升至1.6%-1.9%左右。 从中

长期看，美国通胀上行压力叠加财政扩张，有可

能推升利率中枢。

静待美联储表态

作为美债的大买家，美联储面对美债收益

率上涨的姿态， 成为不少市场人士寻找蛛丝马

迹的核心。

3月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席活动并

发表讲话。 3月中旬，美联储将召开货币政策会

议。 日前，在面对市场的大幅动荡，多位美联储

高层表示， 美债收益率飙升反映市场对美国经

济的乐观，同时释放货币政策方面的“鸽派”态

度。但不少市场人士预期，美联储或在接下来的

表态中有所转变。

华创证券指出， 若后续美国疫情较快得到

控制，刺激政策顺利落地，经济较快修复，美债

收益率或仍将继续上行， 美债收益率回到疫情

前水平后， 美联储政策选择或成为影响美债收

益率上行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因素。

据市场分析人士猜测， 摆在美联储面前的

选项包括扭转操作、上调准备金利率等。备受期

待的是扭转操作， 通过卖短债买长债的措施来

进一步压低长期债券利率。 美国银行策略师卡

巴纳指出， 美联储一旦实施扭转操作， 将达到

“一石三鸟” 效果，抬升短债收益率，压制长债

收益率，在不扩表的同时，推动银行业提高资本

充足率。

通胀预期升温

始于去年8月的美债收益率上行，在

今年2月变得尤为猛烈。从收益率曲线走

势来看，今年2月以后，“陡峭” 特征愈发

显著。 上周，“基准” 美债即10年期美债

收益率一度突破1.6%， 创出近一年的最

高纪录。

这一数据的飙升， 在全球市场掀起

轩然大波，引发全球资产的剧烈波动。包

括美股和A股在内的资产纷纷下跌。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美债收益率的陡

然升高？业内普遍认为，通胀预期升温是

最主要的原因， 而美债发行供大于求也

是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分析指出，此次

通胀预期的升温， 一方面来自疫情后全

球需求回升， 另一方面来自美国新一轮

财政刺激计划即将落地， 强化了市场对

美国经济恢复的信心。

此外， 多轮财政刺激计划让美国财

政赤字急剧扩大，美债发行量大幅上升，

供大于求现象愈发突出。日前，美国财政

部620亿美元的7年期国债拍卖的投标倍

数仅为2.04，创十多年来的新低水平，美

债需求降至冰点。

美债收益率或进一步走高

对于被美债收益率飙升 “吓坏” 的

市场而言， 接下来美债收益率怎么走至

关重要。

据国内外机构当前普遍预测， 美债

收益率仍有上行趋势。不少机构预测，本

轮上涨的目标位在1.5%-1.9%区间，极

限位置会达到2%左右。

中粮期货分析人士认为， 美债收益

率1.7%已经到达了本轮的顶部。 “如果

美联储继续放任收益率上行， 刺破美股

这个大泡沫的冲击过大， 谁都未必能够

承受住；另外，1.7%的位置已经到了疫情

爆发前的水准， 不要忘记经济就算剔除

疫情影响也仍在下行周期中， 那么刚刚

复苏的实体经济很难承受2%的融资成

本。 ”该人士表示。

美国银行首席股票策略师苏布兰马

尼安表示，历史经验显示，当10年期美债

收益率突破1.75%， 将是一个转折点，股

市可能将经历下一轮抛售潮， 投资者将

抛售股票重返债市。 因为到了1.75%，则

意味着10年期美债收益率超过了标普

500的股息收益率。

平安证券研究所认为， 目前美债收

益率所隐含的通胀预期已经比较充分。

中金公司宏观团队认为， 短期内美债有

望暂获喘息；展望未来几个季度，美债利

率仍会逐渐上行， 预计四季度美债收益

率可能回升至1.6%-1.9%左右。 从中长

期看，美国通胀上行压力叠加财政扩张，

有可能推升利率中枢。

静待美联储表态

作为美债的大买家， 美联储面对美

债收益率上涨的姿态， 成为不少市场人

士寻找蛛丝马迹的核心。

3月4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席

活动并发表讲话。 3月中旬，美联储将召

开货币政策会议。 日前，在面对市场的大

幅动荡，多位美联储高层表示，美债收益

率飙升反映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乐观，同

时释放货币政策方面的“鸽派” 态度。 但

不少市场人士预期， 美联储或在接下来

的表态中有所转变。

华创证券指出， 若后续美国疫情较

快得到控制，刺激政策顺利落地，经济较

快修复，美债收益率或仍将继续上行，美

债收益率回到疫情前水平后， 美联储政

策选择或成为影响美债收益率上行速度

和幅度的重要因素。

据市场分析人士猜测，摆在美联储面

前的选项包括扭转操作、 上调准备金利率

等。备受期待的是扭转操作，通过卖短债买

长债的措施来进一步压低长期债券利率。

美国银行策略师卡巴纳指出， 美联储一旦

实施扭转操作，将达到“一石三鸟” 效果，

抬升短债收益率，压制长债收益率，在不扩

表的同时，推动银行业提高资本充足率。

市场持续震荡 股债平衡产品表现稳健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近期，A股市场持续震荡， 一些权益

类基金出现较大回撤。 值得一提的是，采

取股债平衡策略的基金在近期的震荡市

中表现抗跌。 公募基金人士认为，股票和

债券两大类资产往往存在负相关性，通过

构建动态的股票和债券组合，有望为投资

者提供相对稳健的回报。

股债平衡基金抗跌

上周，A股各大指数震荡回落， 一些

知名基金经理的产品也出现了较大净值

下跌。 Wind数据显示，2月22日-26日，汇

添富价值创造、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

鹏华成长价值A、易方达优质企业三年持

有净值分别下跌15%左右。

市场震荡调整之时，一些采用股债平

衡策略的基金在上周表现相对稳健。如由

金牛基金经理傅友兴管理的广发稳健增

长A2月 22日-26日的净值跌幅仅为

5.67%， 小于沪深300指数7.65%的跌幅。

该基金是股票仓位范围为30%-65%的股

债混合型产品。

另一位金牛基金经理张清华管理的

易方达悦兴一年持有A上周净值下跌

3.35%， 该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不

高于基金资产的40%。

股债平衡型基金素有“中场球员” 之

称，一般指平衡混合型基金和一些偏债混

合型基金。 业内人士介绍，股债平衡型基

金的股票仓位是30%-65%。 股债平衡型

基金具有攻守兼备的优势，市场行情好的

时候，能分享到市场上涨的收益，市场调

整的时候， 它的股票仓位可以在30%

-65%之间腾挪， 大概率可以比股票型基

金的回撤要小一些。

市场短期或继续震荡

债市方面，金鹰基金认为，展望后市，

国内利率走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央行货币

政策转向节奏及幅度。 基于现阶段的情况

判断， 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仍将相对温

和，大方向上依然维持稳健中性。 预计短

期内国内债券中长端利率仍以震荡为主。

德邦基金指出，短期来看基本面仍不

利于趋势交易，需关注利率、通胀等扰动

以及经济修复情况带来的阶段性机会。信

用方面，负面事件不断，进入债务周期后

端，基本面的有限改善对主体偿债能力修

复有限，需防范信用尾部风险。 可转债方

面，可关注盈利修复的行业及个券、板块

估值变化以及资金驱动方向。

股市方面，金鹰基金表示，当前市场

对流动性的担忧情绪尚不构成股市持续

调整的核心逻辑。 总的来看，流动性合理

宽裕意味着高估值个股存在调整压力，此

前过度依赖基建地产的领域也需要适度

谨慎。 而受益于出口高景气、制造业投资

回暖等相关的顺周期化工、有色、保险和

可选消费依然具备明显的业绩弹性，依旧

是近期看好的方向。

“差等生” 变“领头羊” 油气QDII打响翻身仗

●本报记者 李岚君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连续走高，近期

创出近一年新高。 在油价上涨的助推下，

油气类QDII成为今年全市场基金中当之

无愧的领头羊。 截至3月2日，多只油气类

QDII净值2021年以来的增幅超过20%，

最大增幅超过35%。

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

主旋律下，原油等资源品价格存在持续上涨

的空间，适宜配置与原油价格高度相关的资

产。 但是油价目前处于阶段高位，投资者也

应谨慎判断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油气类QDII迎来反转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推升

市场风险偏好，国际油价2021年以来大幅

上涨。近日，伦敦布伦特、纽约WTI油价双

双突破每桶60美元。 国际油价高位震荡，

油气和资源类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产品表现抢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日，多只油

气类QDII净值年内增幅超过20%，最大增

幅超过35%。 截至3月1日，跟踪标普石油

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的华宝油气最高净

值增幅达到35.14%， 领涨全市场所有基

金。截至2月底，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今年

以来净值增幅也一度接近30%。 此外，易

方达原油、嘉实原油、诺安油气能源、国泰

大宗商品、南方原油、信诚全球商品等净

值的年内增幅均超过20%。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商品市场波动剧

烈，国际原油价格一度“雪崩” 。 数据显

示，美国时间2020年4月20日，WTI原油5

月期货合约-37.63美元/桶的官方结算价

被判定为有效价格。 同期，原油主题QDII

的收益率也大受影响， 收益率全数为负，

并在QDII产品中业绩垫底。但随着国际油

价逐步回暖，相关原油主题QDII的收益率

不断企稳回升。

油气类QDII的复苏迹象从去年四季

度就已开始。 去年四季度以来，全球油价

恢复上涨， 截至去年底，WTI期货油价收

至48.52美元/桶，较去年三季度末价格上

涨超20%。 全球复工复产的利好预期以及

产油国推行的减产政策，都对油价上涨起

到了推动作用。

警惕高位震荡风险

华宝标普油气基金基金经理周晶在

2020年基金四季报中表示，油价大幅上涨

主要有以下原因：一，全球新冠疫苗的研

制成功使得投资者对全球复工预期非常

乐观，复工的利好预期推动原油需求预期

上升；二，产油国继续推行减产政策，限制

了原油供给规模；另外，未来几年美国推

出财政刺激方案的几率较高，大规模的财

政刺激势必将导致主要经济体对原油的

需求不断增加。

对于原油价格的后续走势，业内人士

持有不同的看法。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近日表示，虽然部分大宗商品价格

已处于较高水平，但需求向好叠加货币充

裕，使得商品属性较强的部分能源品和工

业品价格仍具备上涨空间，其中或以发达

国家消费占比高的品种表现更为突出，这

轮涨价的真正结束可能需要等待美联储

货币政策的转向。

博时基金宏观团队认为，美国财政刺

激渐近叠加疫苗接种普及加速复苏进程，

原油需求依然旺盛，但前期价格大涨以及

产油国减产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原油高

位大幅震荡。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98.62 98.67 -0.05 -0.05

商品期货指数 1426.32 1415.25 1431.25 1399.3 1427.69 -12.44 -0.87

农产品期货指数 1082.09 1068.34 1087.03 1064.61 1082.35 -14 -1.29

油脂期货指数 763.93 754.02 767.4 751.04 766.15 -12.12 -1.58

粮食期货指数 1725.87 1725.15 1732.69 1713.12 1727.54 -2.39 -0.14

软商品期货指数 744.54 735.79 746.65 730.36 743.17 -7.38 -0.99

工业品期货指数 1527.92 1519.61 1532.11 1498.15 1529.02 -9.41 -0.62

能化期货指数 673.46 657.51 673.52 651.04 673.71 -16.19 -2.4

钢铁期货指数 2336.74 2379.82 2380.33 2319.98 2336.56 43.26 1.85

建材期货指数 1600.55 1617.62 1618.12 1590.54 1600.23 17.39 1.09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26.85 1130.92 1104.31 1113.03 -1.8 1117.67

易盛农基指数 1484.52 1489.89 1454.83 1466.32 -2.37 1472.43

补2月22日 周报本周话题版《茅台的定价权之争》

新闻版重点特稿 编辑稿签（董凤斌）

补2月25日 A03版《赎回潮初露苗头 基金公司预留流动性》

新闻版重点特稿 编辑稿签（董凤斌）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3月2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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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巨震 该赎回基金吗？

□

兴证全球基金 徐灿

“一个好的投资理念就像一份好的减肥食谱。 ”被评为“华

尔街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的美国投资家迈克尔·莫布森

（

Michael Mauboussin

）形象地比喻说，这意味着只有将好的投资

理念时时铭记于心，同时又能不懈地坚持，最终它才能发挥真正

的价值。

投资是一场长跑，调整心态，对时间多一点耐心。 巴菲特曾

经说过：”如果你不愿意持有一个股票

10

年，那么你连

10

分钟都不

要持有”。 我们常主张用“长钱、闲钱”投资于股市等权益类资产，

在于价值的兑现需要时间，子弹需要足够的射程，而短期市场可

能存在较大的波动。

以中证偏股基金指数为例进行测算， 持有时间从

6

个月到

1

年、

2

年、

3

年……

9

年，可以看到正收益、收益大于

4%

、收益大于

8%

的概率均不断提升。 持有

7

年后，收益率大于

8%

的概率为

100%

。

（数据来源：

WIND

， 截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 根据历史数据模拟测

算，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 ）

保持冷静，控制风险，选择优质的基金。 谨慎的投资者可以

适当提高低风险投资产品的比例，与此同时，如果持有的是优秀

的基金，那么长期来看仍具有不错的投资价值，可选择以基金定

投的方式介入，可以有效分散择时的风险。

“统计显示，如果你在这

52

年期间，每年的

1

月

31

日都定期定

额追加

1000

美元，

52

年后， 你所投资的

52000

美元将会增值到

3554227

美元。 如果你够有勇气， 可以在每次股市下跌超过

10%

后，再追加

1000

美元。这

52

年中股市下跌

10%

以上共有

31

次，这样

加上每年年初投资的

1000

美元，你的总投资为

83000

美元，经过

52

年后会增值到

6295000

美元。 ”彼得·林奇指出，如果执行一个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而且不管股市涨跌如何都始终坚持，你就会

得到丰厚的回报，而如果在大多数投资者吓得纷纷卖出股票时再

追加投资，你就会得到更加丰厚的回报。

市场震荡的过程也是筛选的过程。彼得

?

林奇有一个比喻：如

果你有一座花园，每天都摘掉鲜花而去给杂草浇水，那么最终你

就只有杂草了。这非常符合很多投资者的做法：震荡市中，卖出表

现相对较好的确认收益，留下那些表现不佳的并期待他们可以回

本。 那么投资人应该如何照料自己“投资的花园”呢？

首先，理性看待涨跌，适当忘记自己的投资成本。 通常来说，

判断是否卖出手中资产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资产目前的价格是否

合理、未来是否还有上涨空间，而这些都与投资者本身的买入成

本无关，并不会因为你账面盈利高就不再上涨，也不会因为你被

深度套牢就出现反弹，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与基本面、市场供需

等客观因素有关。所以，只有忘掉自己的投资成本，客观冷静的去

分析市场，才能实现最大的回报。

其次，基金与股票的上涨代表不同的含义，需要区分对待。 股

价代表的是某家公司股权的价值，如果涨幅过大，超过公司股权

合理价值的时候，投资者确实应该认真考虑是否落袋为安。 而基

金是一系列股票和债券的组合，当持仓股票涨幅很大时，基金净

值自然也出现大幅增长，但持仓股的高估一定代表了基金净值的

高估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的关键要素在于基金可以进行调仓，

当基金经理判断持仓股被高估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卖出并重新

选择被低估的股票。 大家在投资基金产品的时候，应该把更多的

关注点放在对基金经理和投研团队的研究上。

经历过市场的洗礼，投资者应当去粗取精，保留长期表现出

色的优质基金，期待超越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的“果实”。 我们希

望基金持有人，不但可以在长期持有中获得基金回报，更可根据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理性操作，真正赚取基金的投资回报。

风险提示：兴证全球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

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

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观点仅

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观点具有

时效性。 基金投资需谨慎，请审慎选择。

■“证券行业谈文化建设十要素” 专栏

光大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闫峻：

“文化认同” 造就思想合力

●本报记者 徐昭 林倩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光大证券” ）党委书记、董事

长闫峻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证券行业文化

建设十要素》是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指引，对证券行业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行业文化理念、企业文化建设体系，推动行业发

展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光大证券积极贯彻《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素》各项要求，

在文化建设具体实践中突出‘强化文化认同’的要素内涵，打造文

化建设制度体系。 ” 闫峻指出，光大证券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

常态化地开展文化宣导，将文化建设嵌入到日常经营管理全过程，

推动业务发展，促进更好履行央企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打造具有光证特色的企业文化品牌。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闫峻强调，未来光大证券将继续深入落

实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部署要求，把握《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

素》核心要义，将文化理念细化落实到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为

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贡献一份“光大

力量” 。

确定文化建设“大方向”

2019年，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提出“合规、诚信、专业、稳

健” 的行业文化理念后，光大证券迅速响应并全力落实，成立行业

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证监会决策部署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任务要求。

闫峻表示，公司结合《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素》实质内涵，

制定行业文化建设十大方向， 并以企业文化诊断为工具， 构建起

“四梁八柱”文化价值观体系，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一流的

文化支撑，为证券行业发展做出积极探索。 2020年，光大证券文化

建设研究课题荣获“中国证券业协会2020年优秀重点课题”荣誉。

“光大证券党委高度重视行业文化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以行

业文化理念为基石，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推动‘十

要素’落实落地到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经营管理中。”

闫峻介绍称。

在启动企业文化诊断项目方面， 光大证券聘请咨询机构开展

文化诊断、价值观凝练、文化落地宣贯，制定、凝练以光大新文化为

基因、 以行业文化理念为指引、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文化价值观体

系，凝练公司“焕能、铸华、守真” 文化基本准则，创新提出《追光

者之约》，将行业文化融入员工思想、转化为员工自觉行动，打造

推动公司发展的强大动力。

推动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

根据闫峻介绍，光大证券党委统筹制定《公司文化建设配套

制度和改进计划》，明确完备的目标任务、领导体制、实施体系、管

理体系、评价体系、宣传教育、活动载体等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形成

了公司党委总负责、分管高管牵头推进、文化建设相关部门具体实

施、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在《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素》

指引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安排。

在风控合规方面，光大证券健全合规管理制度、夯实内控长效

管理机制、拟定年度信用风险研判和授信指引、系统化开展风险管

控与排查，推动全员牢固树立“风险防范，人人有责” 理念。 发布

“光证普法” 、“合规人” 系列宣传200余期，把良好的合规文化基

因注入到经营的每个环节。

在考核激励方面，闫峻指出，光大证券也完善多元化薪酬激励

体系，加大人力管理市场化授权，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改革，推

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有效传导行业文化要求。 在问责体系

方面，公司制定问责管理办法等制度，形成全覆盖、立体式问责制

度体系，督导守法合规、稳健经营，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

画实文化认同“同心圆”

“公司党委落实《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十要素》，着力推动文化

赋能，提升文化影响力、渗透力、凝聚力，强化‘文化认同’ 。 ”闫峻

指出，在文化培训方面，公司推出“创新训练营”“飞鹰计划” 等分

层分级人才培育体系，将企业文化课程纳入全员必修课，推动企业

文化宣贯与人才培养融合发展。

光大证券以微信公众号、公司网站、新闻媒体等媒介载体为阵

地，构建相互协调、立体全面的宣贯阵地。 光大证券官网开辟“行

业文化建设专栏” ，策划诗诵战疫、光证星能量、光证故事系列推

文，打造微信公众号品牌，策划系列专题宣传100余期，发布550余

篇文章，编纂文化期刊《奋斗的光证人》，深入宣贯行业文化理念。

关于文化活动，闫峻介绍称，光大证券全力打造“光证文化

节” 品牌，推出名师讲堂、知行读书会、光证超话、光大日系列活

动，组织主题征文活动、十大新闻评选、顶层思享汇等行业文化主

题活动，助力文化理念落地落实。

此外，在品牌传播方面，闫峻表示，光大证券多层次、高频度、

宽领域地推进公司品牌及市场形象塑造，全新设计升级企业VI系

统，启用新品牌标识，开展“光耀新征程”立体式宣传，提升社会品

牌认知度； 全新重塑企业文化展示长廊， 全面展现公司发展新风

貌、新气象。

美债“冲击波” 此起彼伏 市场期待美联储维稳

●本报记者 薛瑾

日前，“美债风波” 引发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业内人士

称，美债收益率与股市通常存

在一定的“跷跷板” 效应。 当

美债收益率提高时，资金会更

多流向债市寻求无风险回报

率，股市存在一定调整压力。

数据显示，10年期美债收

益率近日较前期有所回落，分

析人士预计， 其上行趋势犹

存。 美债收益率下一步是触及

“天花板” 还是迎来转折点，

作为美债“接盘侠” 的美联储

是否会出面干预，已成为全球

金融市场的聚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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