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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共和党提出价值 5,680 亿美元的拜登基建计划对手方案 

当地时间 4 月 22 日，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 2.25 万亿美元一揽子基建

计划，参议院高层共和党成员提出了总额为 5,680 亿美元的对手方案，重

点放在道路和桥梁等更传统的基础设施上，且不包含民主党所寻求的向

企业加税。此项五年计划将拜登提议的道路和桥梁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

至 2,990 亿美元，其余的则用于公共交通、铁路、机场、用水和宽带等

项目。 

联合点评：自拜登提出 2 万亿美元基建计划以来，众参两院争论不

休，本就不赞成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的共和党人在拜登此前强力通过 1.9 万

亿美元新冠疫情刺激法案后态度愈发强硬，此项规模缩小至原计划 1/4 左

右的提案可视为共和党在拉锯多时后所提的符合其党内预算的折中方案，

但基于拜登对加税计划的坚持态度来看，此项不涉及企业加税的对手方

案很可能难以成行。 

美国 4 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初值创 12 年新高 

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金融数据供应商 IHS Markit 公布的数据显示，

Markit 美国制造业 4 月 PMI 初值升至 60.6，高于 3 月前值 59.1，并创 2007

年 5 月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纪录最高；Markit 美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 4

月初值升至 63.1，远高于预期的 61.5 和 3 月前值 60.4，创自 2009 年 10

月开始数据以来的纪录最高。 

联合点评：目前美国累计新冠疫苗注射量已逾 2 亿剂次，拜登“一

百天 2 亿剂次注射量”的宣言已经达成，疫苗接种利好使美国被压抑已

久的需求陆续恢复，外界对其经济复苏预期也不断改善。各行业在低基

数基础上表现大幅反弹，并刺激美国各项经济表现创多年新高。 

拜登加税计划细节曝光，超级富豪或成其施政目标 

当地时间 4 月 22 日，媒体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公布一项计划，

通过向百万富翁加税以资助教育、儿童保育和其他支出计划。拜登将建

议对美国富裕阶层征收 39.6%的资本利得税，加上投资收入 3.8%的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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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税在内，富人面临的联邦政府资本利得税总体税率可能高达 43.4%。 

联合点评：随着加税方案细节公布日期不断拉近，外界对于此项法案的讨论也愈发热烈。

从目前市场所得到的消息来看，拜登此次加税瞄准的是美国顶尖富豪群体，一旦外界估测的

全新税率得以落实，则未来资本利得税的执行税率将比现行税率增加一倍左右，高额税负或

可引发资本外逃、投资萎缩、就业障碍等问题。 

日本出现疫情反弹，多地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宣布日本政府寻求 4 月 25 日至 5 月 11

日在东京、大阪、京都和兵库县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紧急状态。实施紧急状态期间，大型

商业设施停业、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原则上不能有现场观众。 

联合点评：受变异病毒传播加剧的影响，日本境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 4 月上旬起出现

大幅反弹，迫于防控压力，日本政府自疫情出现后第三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距东京奥

运会开幕不足三个月，各国对奥运会能否顺利举行均保持高度关注，若进入夏季疫情再度失

控并导致奥运会被迫取消，则日本政府所做的前期投入将全部作废，日本或将错失经济复苏

转机。 

俄罗斯央行超预期加息，政策收紧脚步加快 

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俄罗斯央行将关键利率大幅上调 50 个基点至 5.00%，超出预期的

4.75%，并预计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关键利率分别在4.8%-5.4%、5.3%-6.3%和5.0%-6.0% 

区间内。俄罗斯央行表示，需求的快速复苏和通胀压力的上升要求回归中性货币政策，考虑

到货币政策立场，年通胀率将在 2022 年中期回到俄罗斯央行的目标水平，并将继续保持在接

近 4%的水平，预计 2021 年 CPI 处于 4.7%-5.2%之间。 

联合点评：俄罗斯央行自上个月将关键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后，仅时隔一月便再度大幅加

息 50 个基点，政策收紧速度远超市场预期。随着疫苗接种不断加快，俄罗斯经济起色愈发明

显，随之而来的便是快速增加的通胀压力，出于维稳经济、免于陷入滞胀陷阱的目的，俄罗

斯央行出手迅速，致力于尽快恢复货币中性政策，以减少外界影响干扰。 

印度疫情破防，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创纪录 

当地时间 4 月 25 日，印度卫生部公布数据显示印度已连续五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

30 万例，再次刷新印度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最高新增纪录和全球单日单个国家新增病例的最高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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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自 4 月初起，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由 5 万人增至逾 30 万人仅用了 20 天左右，

确诊病例激增使得印度疫情全线破防，疫苗供应有限、医疗资源短缺、卫生条件较差等原因

给印度公共医疗系统带来沉重压力，由于印度人口众多且贫富差距极大，有限的医疗资源短

期内难以实现大面积覆盖，破纪录的病例增长将影响外界对印度乃至全球经济复苏进度的未

来预期。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上调希腊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至“BB” 

香港时间 4月 24日，标普将希腊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由“BB-BB-”上调至“BB/BB”，

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正面”。标普表示，随着新冠疫情所致负面影响逐渐减弱，此

次级别调整反映了其对于希腊经济及财政表现可以迅速改善的期待。政府政策有能力保证财

政整固及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辅以“下一代欧盟”基金的落实使用，希腊经济表现预计将得

以明显改观。 

表 1 国家主权评级调整情况 

国家 最新评级 评级展望 评级日期 上次评级 
上次 

评级展望 

上次 

评级日期 
评级变动 

标普（S&P） 

希腊 BB/BB 正面 2021/4/24 BB-/BB- 稳定 2020/10/24 上调级别 

惠誉（Fitch） 

印度 BBB-/BBB- 负面 2021/4/22 BBB-/BBB- 负面 2020/6/18 不变 

芬兰 AA+/ AA+ 稳定 2021/4/23 AA+/ AA+ 稳定 2020/10/30 不变 

荷兰 AAA/AAA 稳定 2021/4/23 AAA/AAA 稳定 2020/10/23 不变 

罗马尼亚 BBB-/BBB- 负面 2021/4/23 BBB-/BBB- 负面 2020/10/30 不变 

穆迪（Moody’s） 

巴布亚新几内

亚 
B2/B2 负面 2021/4/19 B2/B2 稳定 2020/3/5 下调展望 

开曼群岛 Aa3/Aa3 稳定 2021/4/19 Aa3/Aa3 稳定 2020/3/21 不变 

斐济 B1/B1 负面 2021/4/20 Ba3/Ba3 负面 2020/6/29 下调级别 

博兹瓦纳 A3/A3 稳定 2021/4/23 A2/A2 负面 2020/5/29 下调级别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长期美债收益率领跌，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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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在部分拜登政府加税细节被曝光后，股票市场受到震动出现短线重挫，债券市场在

避险风头上扬的情绪中再次迎来火热，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再度联袂下跌，长债端领跌。本周 1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则较上周上涨 1.00 个 BP 至 0.07%，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则

分别较上周下跌 3.00 个和 4.20 个 BP 至 0.82%和 1.5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大幅走扩 10.32 个 BP 至 2.39%，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则分别较上周收窄 0.58 个和 2.98 个 BP 至 2.14%和 1.58%。1 年

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1.28 个 BP 至-0.20%，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

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2.76 个和 2.30 个 BP 至-0.92%和-1.51%。周内 1 年期欧元区公债

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0.12 个 BP 至-0.76%，5 年期和 10 年期欧元区公

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则分别较上周收窄 5.18 个和 6.89 个 BP 至-1.42%和-1.81%。英

国疫情利好消息继续改善市场预期，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收窄

0.74 个和 0.69 个 BP 至-0.50%和-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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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6 2.4968 -10.3180 -1.970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2000 -0.1872 -1.2800 3.433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576 -0.7564 -0.1212 11.5841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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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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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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1 2.1333 0.5820 -45.721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9228 -0.9504 2.7600 -44.2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4153 -1.4670 5.1755 -32.5973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4978 -0.5052 0.7380 -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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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5 1.5477 2.9840 -63.288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5054 -1.5284 2.3000 -60.14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8126 -1.8815 6.8915 -31.9517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640 -0.7709 0.6940 -9.28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守住 90 关口，非美货币纷纷走强 

本周，拜登加税计划法案以及长期美债收益率连跌使美元指数承压下挫，周五收于 90.8295，

周内累计收跌 0.77%。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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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元指数连续走软的背景下非美货币表现强势。本周欧元兑美元连续五日收入 1.20 上

方，截至周五收于 1.2097，周内累计上涨 0.96%；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3880，周内累计收涨

0.35%；美元兑日元跌至 108 下方，周四收盘于 107.88，周内累计下跌 0.82%；  

 
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兑离、在岸人民币齐跌。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897，周

内累计下跌 0.56%；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936，周内累计上涨 0.53%。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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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回落 

本周印度、日本等主要原油进口国疫情失控、全球航空业复苏前景再度转忧等不利消息

打压石油价格。截至本周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62.04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1.54%；

ICE 布油价格收于 66.12 美元/桶，周内累计下跌 0.87%。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震荡下行 

本周黄金价格受美国多项经济指标超额表现及长期美债收益率下跌的拉锯影响震荡下行，

周五 COMEX 黄金期货收于 1,776.7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微跌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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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