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 年第 1 期（2020.12.28~2021.1.3） 

 

全球宏观态势每周观察 



 

 

3 

政经聚焦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 

12 月 3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

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

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了年内完成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预期目标，达成了一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

协定。 

联合点评：受新冠疫情暴发影响，2020 年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先后

经历了断裂和重组，绝大多数经济体贸易需求大幅萎缩。得益于早期及时

且严格的防疫工作，中国率先开启经济复苏，重振国际贸易，今年前三季

度，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对外签

订的第一份包括市场准入的双边投资协定，将对推动中欧双方投资活动

便利化形成实质改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此项协定的签署将有

利于中欧在未来共同推进经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特朗普签署总额约 2.3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 

当地时间 12 月 27 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额约为 2.3 万亿

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及联邦政府综合支出捆绑法案，以应对日趋恶

化的新冠疫情，为美国家庭和企业提供经济援助，并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联合点评：尽管美国国会两院早在 12 月 21 日便通过了此项一揽子

捆绑支出法案，但特朗普对其中个人纾困支持金额条款的不满导致此项

法案直到周一之前才得以顺利签署。当前美国疫情发展仍十分迅猛，累计

确诊人数已逾 2,000 万，尽管政府已启动疫苗接种工作，但由于初期疫苗

数量有限，只有医护人员等急需的人员才能优先接种，因此短期内效果难

以显现。持续大规模的抗疫工作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支持，此项支出法案将

帮助美国继续开展后续抗疫行动，同时也为下届政府出台其他财政政策

预留了余地。 

麦康奈尔再次表态反对 2,000 美元个人纾困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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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2 月 30 日，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再次表态反对将新一轮纾困法案中

个人纾困补助金由 600 美元提高到 2,000 美元投票表决的动议，称这项方案是“对富人的社会

主义”“无迅速通过参议院的现实途径”。 

联合点评：个人纾困救助金规模是此次美国 9,000 亿新冠疫情救助计划的主要争议焦点。

特朗普此前便因要求将 600 美元个人纾困救助金提高至 2,000 美元每人导致法案签署拖延多

日，但共和党对此态度强硬，认为当下美国政府早已债台高筑，大规模提高救助标准将使美国

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下届政府可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将被严重压缩。 

英欧领导人正式签署《英欧贸易和合作协议》 

当地时间 12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率在布鲁塞尔

率先签署《英欧贸易和合作协议》，随后将其交由英国皇家空军“快递”至伦敦，当天英国下

议院以压倒性的 521 票比 73 票批准该协定后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 10 号完成了签字程序，该

协议将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临时实施。 

联合点评：在经历 4 年拉锯之后，英欧双方终于在过渡期结束前达成贸易协定，避免了英

国陷入“无协议脱欧”的乱局，自 2021 年起英国企业与欧盟成员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得以

有据可依。但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协议签署较为仓促，留给英欧企业的反应时间较短，未来双

方在商贸往来中应对全新的贸易环境及贸易架构还需一定的适应过程。 

巴西政府结束 2020 年度紧急救助金计划 

当地时间 12 月 29 日，巴西政府宣布结束 2020 在全国实施的紧急救助金计划。当日，巴

西联邦储蓄银行向 320 万人支付了最后一个月的救助金，金额总计 12 亿巴西雷亚尔（约合 14

亿元人民币）。据巴西经济部透露，目前没有在 2021 年延长该救助金支付的计划。 

联合点评：巴西目前新冠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逾 700 万，是全球累计确诊人数第三多的国

家，且近期疫情仍在大规模蔓延，未有缓解迹象。为抵抗疫情对家庭及个人造成的经济冲击，

巴西政府于 4 月启动紧急救助金计划，先后发放救助款项近 3,000 亿雷亚尔。尽管在完成最后

一次救助金支付后该项计划仍剩余约 290 亿雷亚尔，但出于对 2021 年经济复苏及新冠疫苗效

果的乐观预期以及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巴西政府并未宣布将继续此项救助计划。此外，由于

巴西因受疫情影响自 2005 年以来首次出现税收下降，财政重压之下政府出台新一轮救助政策

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杜特尔特签署 4.5 万亿比索 2021 年预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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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了 4.5 万亿（约 936 亿美元）比索的 2021 年菲律

宾国家预算法案，其中一项是拨款 725 亿比索（约 15 亿美元）用于购买、储存、运输和分发

新冠疫苗。 

联合点评：菲律宾政府此次签署的预算法案规模为历届最大，较 2020 年预算高出 10%。

此支出法案除新冠疫苗相关支出外还包括教育、基建和社会保障支出等内容。2020 年的新冠

疫情重创菲律宾经济发展，故 2021 年预算法案拨款将重点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图恢复工

业及服务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菲律宾政府还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加强国防建设。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走势不一，主要经济体中长期国债与美债利差多表现收窄 

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呈现出“短涨长跌”的局面。具体来看，成交于最后一个交易日

的两笔大额超长期国债期货大宗交易带动本周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下挫，本周 5 年期

和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分别下跌 0.75 个和 1.00 个 BP 至 0.37%和 0.94%，而 1 年期

美债平均收益率延续上周上涨行情，较上周上涨 1.75 个 BP 至 0.11%。 

 

数据来源：WIND 

本周主要经济体中长期国债与美债利差多表现收窄。中美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利差延续上

周收窄趋势，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分别收窄 16.09 个、7.03 个和 7.93

个 BP 至 2.41%、2.60%和 2.21%。日本 1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债收益率利差较上

周走扩 1.76 个 BP 至-0.23%，而 5 年期和 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债收益率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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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较上周分别收窄 1.60 个和 2.03 个 BP 至-0.48%和-0.90%。本周 1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

限美债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3.30 个 BP 至-0.87%，5 年期和 10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美债利差

则分别收窄 3.37 个和 1.43 个 BP 至-1.09%和-1.49%。英国 5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债

收益率利差小幅收窄 0.01 个 BP 至-0.41%，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相应美债利差则走扩 3.08 个

BP 至-0.67%。 

表 2  与 1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 年 2.4133 2.5742 -16.0850 158.647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2343 -0.2168 -1.7583 146.466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8735 -0.8405 -3.2984 132.8498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 月 4 日早上 10:00，下同。 

表 3  与 5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 2.5964 2.6666 -7.0250 134.690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4800 -0.4960 1.6000 133.0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0893 -1.1230 3.3675 104.8197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4142 -0.4143 0.0125 65.95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表 4  与 10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2.2104 2.2897 -7.9250 94.540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0.9040 -0.9243 2.0250 101.1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4931 -1.5073 1.4259 55.4749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712 -0.6404 -3.0800 34.94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跌破 90 大关，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走强 

美国 FOMC 委员年度轮换投票结果表明，2021 获得利率决策投票权的四位地区联储行长

更加偏向鸽派，美国 2021 年加息可能性不大，仍将维持现行宽松货币环境的预期导致美元指

数继续承压下行，本周美元指数跌破 90 大关，周五收于 89.9362，周内累计收跌 0.47%，2020

年全年累计收跌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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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弱背景下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走强。英欧领导人在脱欧过渡期前顺利签署

《英欧贸易和合作协议》有效稳定欧洲市场情绪，得益于此英镑本周表现强势，周五欧元兑美

元收于 1.2138，周内累计下跌 0.39%；英镑在英国顺利脱欧之际升至两年高位，周五英镑兑美

元收于 1.3672，周内累计收涨 0.90%；美元走弱带动日元走强，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03.2350，

周内累计下跌 0.29%。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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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离岸人民币延续上周升值趋势，在岸人民币小幅贬值，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

于 6.5050，周内累计下跌 0.18%；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5398，周内累计微涨 0.06%。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油价小幅上行 

本周特朗普签署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有效提振市场情绪，原油需求预期增加带动国际原

油价格上涨；此外，本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及原油出口增长表明国际原油需求已

开始缓慢恢复，本周 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48.42 美元/桶，周内累计上涨 0.39%；同期，ICE

布油价格收于 51.72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1.35%。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导致国际原油需求

及价格大幅下滑，NYMEX 原油价格全年累跌 20.70%，ICE 布油价格全年累跌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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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重返 1,900 美元/盎司关口以上 

美元持续走弱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本周 COMEX 黄金期货收盘于 1,901.60 美元/盎司，

收盘价格创两月新高，周内累计收涨 0.77%。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情绪以避险为主，黄

金需求大幅增加，并带动黄金价格飙升，一度突破 2,000 美元/盎司，虽下半年部分地区疫情得

到控制使黄金价格有所回落，但年末多地疫情反扑以及美元走弱使得黄金价格在年尾反弹上

扬，COMEX 黄金期货价格 12 月价格上涨 6.78%，2020 年全年累计上涨 24.85%，创 10 年来

最大年度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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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