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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2.6%  

当地时间 10 月 27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GDP）年化环比增长 2.6%，高于市场预期（2.4%），结束了

一季度（-1.6%）和二季度（-0.6%）经济下滑的局面。具体来看，个人消

费支出环比折年率为 1.4%、国内私人投资环比折年率为-8.5%、出口环比

折年率为 14.4%、进口环比折年率为-6.9%以及政府支出环比折年率录得

今年首个正值 2.4%。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来看，净出口、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是推动美国

三季度经济走好的主要推动因素。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且转向美国

对美国出口形成有力提振；地缘政治事件下，国防支出的增加以及高通胀

下政府雇员补贴的增加也对经济上行形成一定支撑；高通胀下居民消费

增幅较二季度进一步趋缓，但仍在上行。另一方面，美联储大幅抬升利率

导致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高通胀和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也限制了

企业的投资扩张，对经济造成拖累。 

美国 10 月制造业 PMI 两年来首度跌破荣枯线 

当地时间 10 月 24 日，IHS Markit 发布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综合 PMI

初值录得 47.3，低于前值（49.5）和预期（49.3）。其中，10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录得 49.9，低于预期（51.0）和前值（52.0），为 2020 年 6 月份以来

首次跌破枯荣线；10 月服务业 PMI 初值录得 46.6，低于预期（49.5）和

前值（49.3），连续四个月出现萎缩。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来看，美国 10 月各板块 PMI 数据均跌破预期和

前值，商业活动的收缩程度较 9 月进一步加大，显示出美国经济活动下滑

势头明显。具体来看，制造业新订单的收缩和服务业活动的大幅下滑都反

映出在生活成本的上升和金融环境的收紧的背景下，民众大幅削减了在

服务活动和商品需求上的支出。需求疲软将有助于缓解美国物价压力，因

此预计未来美国通胀率将继续回落。 

欧洲央行再度加息 75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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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月 27 日，欧洲中央银行公布货币政策决议，将欧元区存款利率、再融资利率

和边际贷款利率均上调 75 个基点分别至 1.5%、2%和 2.25%，符合市场预期，为欧洲央行连续

第二次加息 75 个基点，也将欧元区利率抬升至自 2009 年以来的最高值。 

联合点评：不同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已出现回落的走势，欧元区通胀率仍在继

续攀升，欧元区 9 月通胀率已升至 9.9%。通胀压力的走高强化了欧元央行继续加息遏制通胀

的决心。考虑到地缘政治冲突下的供需失衡是造成欧元区通胀恶化的主要原因，预计欧洲央行

在抗击通胀上仍将面临较大挑战。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再度大幅加息的举措也加大了欧元区经

济陷入滞胀的风险，预计未来欧元区金融市场仍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 

欧元区 10 月综合 PMI 连续第四月在荣枯线以下 

当地时间 10 月 24 日，IHS Markit 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10 月综合 PMI 录得 47.1，低于

预期（47.6）和前值（48.4），创近 23 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6.6，低于预期（47.9）和前值（48.4），创 29 个月来的新低；欧元区 10 月服务业 PMI 录得

48.2，与预期持平，但低于前值（48.8），创 20 个月以来的新低。 

联合点评：10 月欧元区经济活动继续下滑主要受到能源短缺和金融环境收紧的影响。随

着能源短缺的风险持续，欧元区能源密集型产业继续受到冲击，导致制造业面临限产和减产的

威胁，产出大幅下降。供给短缺下，能源价格高企也侵蚀了民众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的下降

拖累欧元区服务业表现同样低迷。另一方面，欧洲央行持续抬升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和加大了居民的还款压力，对经济形成抑制。欧元区经济基本面的持续走弱加大了经济陷入衰

退的风险。 

里希·苏纳克正式出任英国首相 

当地时间 10 月 25 日，里希·苏纳克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内阁，正式就任首

相。此前，因“迷你预算案”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动荡的特拉斯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保守党党首

职务，保守党随后进入选举新党首的流程，苏纳克于 24 日成功当选保守党新党首。 

联合点评：苏纳克的上台暂时结束了英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也提升了英国宏观政策的稳定

性。一方面，相较于“迷你预算案”中降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举措将推动英国政府债务走高，

引发市场对英国偿债能力的质疑，苏纳克倾向于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来填补财政缺口的举措，

稳定了市场信心。此外，苏纳克政府也在考虑通过加大征税力度来平衡其财政赤字，缓解政府

的短期债务压力。不过，增税和削减公共支出也将进一步恶化英国经济前景，英国经济陷入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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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风险加大，经济的持续疲软或将再度推高英国政府的债务水平，英国的偿付能力将再度承

压。 

日本政府出台 71.6 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 

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表示，为减轻物价上涨给民众和企业

带来的压力，日本政府将追加 29.1 万日元的政府预算，使得公共财政支出达到 39 万亿日元，

叠加私营部门的投资，总经济刺激计划将达到 71.6 万亿日元。其中，日本在公共财政支出中

将分别拿出 12.2 万亿将用于缓解电费和煤气费的上涨和 6.7 万亿将于支援女性怀孕和分娩以

及节能环保事业。 

联合点评：本次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具有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考量。政治层面，

前总理安倍晋三遇刺事件暴露出来的日本自民党和统一教之间的联系以及巨额捐款对普通民

众家庭造成的经济伤害都对岸田文雄的支持率造成打击，因此本次政府支出中对民众的直接

经济补贴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层面，补贴的发放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民众消

费意愿和能力，或将有助于推动日本经济的有序复苏。不过，巨额的政府支出将对日本财政状

况带来显著压力，进一步推动日本债务水平走高。 

卢拉·达席尔瓦再度当选巴西总统 

当地时间 10 月 30 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统计结果显示，来自劳工党的前总统卢拉·达

席尔瓦以 50.83%的得票率战胜来自自由党的现任总统博索纳罗（49.17%），当选新一任巴西

总统。 

联合点评：疫情之下，生活成本高企和失业率上扬都加剧了民众对右翼总统执政表现的不

满，导致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大幅走低，也让博索纳罗成为首位连任竞选失败的在位总统。相比

之下，卢拉在 2003 年至 2010 年执政期间，巴西大宗商品出口繁荣，巴西经济走好，因此民众

期望前总统能够再度引领巴西走出经济困境。不过从双方得票率不足 2 个百分点的差距来看，

巴西社会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卢拉作为左翼人物，持减少经济不平等、提高贫困家庭收入、

和扩大医疗覆盖等主张，而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则被称为“巴西版特朗普”，在应对疫情和气候

变化上都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较为相似。总体来看，分化的政治局势和分裂的国会现状都将加

大卢拉的执政挑战，未来各项政策的推行或将受到政治环境的掣肘。 

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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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升至 3.75%，低于市

场预期的 75 个基点。本次加息也是加拿大央行自今年 3 月以来的的第六次加息，抬升加拿大

基准利率创下自 2008 年以来的最高值。 

联合点评：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央行大规模放水导致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上升，而俄乌

冲突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全球通胀走势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纷纷启动货币政策正

常化的进程以遏制通胀走势。具体来看，虽然加拿大央行已经加息 300 个基点来遏制其国内通

胀走势，但在需求过剩和劳动力紧俏的推动下，加拿大国内的物价压力仍存，不过考虑到过去

三个月加拿大通胀率已由 8.1%下行至 6.9%，过度加息或将对经济造成非必要的损害，因此加

拿大央行本次加息节奏有所放缓。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下调阿根廷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C- 

10 月 26 日，惠誉下调阿根廷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C-。惠誉认为，随着外币债务

的逐步增加，阿根廷本已严重失衡的宏观经济和高度受限的外部流动性显示出阿根廷的偿债

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具体来看，通胀飙升、政策调整和外汇限制引发的宏观不确定性和投入

的减少都将拖累阿根廷中期经济增长前景。另一方面，随着经常账户盈余的走低和国际储备资

产的减少将导致阿根廷更加难以支付重组债券的利息。因此，惠誉下调阿根廷本、外币主权信

用级别至 CCC-。 

惠誉上调葡萄牙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BB+ 

10 月 28 日，惠誉上调葡萄牙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BB+。惠誉认为，葡萄牙财政表

现的走好，将带动其公共债务走低。具体来看，葡萄牙政府审慎的财政政策主张下，使得其今

年财政赤字较 GDP 的比值将缩减至 1.9%，成为欧元区内最低赤字之一。财政纪律的良好也将

带动葡萄牙公共债务较 GDP 的比值下滑 10.5 个百分点至 115.0%。此外，葡萄牙总理所在党

派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因此其经济增长和减少公共债务的政府目标将持续。政治稳

定性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外部环境带来的阻力。因此，惠誉上调葡萄牙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至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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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誉（Fitch） 

阿布扎比 AA/AA 稳定 2022/10/24 AA/AA 稳定 2021/10/27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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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CCC-/CCC- - 2022/10/26 CCC/CCC - 2022/07/13 下调等级 

菲律宾 BBB/BBB 负面 2022/10/27 BBB/BBB 负面 2022/02/17 不变 

阿联酋 AA-/AA- 稳定 2022/10/27 AA-/AA- 稳定 2021/11/07 不变 

越南 BB/BB 正面 2022/10/28 BB/BB 正面 2022/03/28 不变 

葡萄牙 BBB+/BBB+ 稳定 2022/10/28 BBB/BBB 正面 2022/05/06 上调等级 

白俄罗斯 CCC/RD - 2022/10/28 CCC/RD - 2022/09/14 不变 

克罗地亚 BBB+/BBB+ 稳定 2022/10/28 BBB+/BBB+ 稳定 2022/07/13 不变 

北马其顿 BB+/BB+ 负面 2022/10/28 BB+/BB+ 负面 2022/04/29 不变 

卢旺达 B+/B+ 负面 2022/10/28 B+/B+ 负面 2022/05/06 不变 

标普（S&P） 

尼加拉瓜 B/B 稳定 2022/10/26 B/B- 稳定 2022/04/23 上调等级 

穆迪（Moody’s） 

巴拿马 -/Baa2 负面 2022/10/25 -/Baa2 稳定 2021/03/17 下调展望 

马恩岛 Aa3/Aa3 负面 2022/10/28 Aa3/Aa3 稳定 2020/10/23 下调展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行，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在上周末多名美联储官员发布“鸽派”言论以及有“新美联储通讯社（Fedwire）”

之称的记者 Nick Timiraos 发文表示美联储或将放缓 12 月加息节奏的背景下，本周公布的美国

10 月制造业 PMI 两年来首次跌破枯荣线，再度削弱了美联储 12 月继续大幅加息的必要性。

受此影响，美联储 12 月将放缓加息的市场预期升温，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受此影响出现回落。

但随着周五临近美联储 11 月 1 日的议息会议，美联储 11 月将再度加息 75 个基点的市场预期

走强，支撑美债收益率有所回升。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

益率分别较上周下跌 0.80 个、10.00 个和 5.00 个百分点至 4.56%、4.22%和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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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全线收窄 0.25 个、8.66 个

和 4.11 个 BP 至-2.79%、-1.74%和-1.37%。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

利差较上周全线收窄 1.72 个、8.62 个和 5.20 个 BP 至-4.66%、-4.12%和-3.81%。本周 1 年期欧

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3.10 个 BP 至-2.70%；5 年期和 10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3.24个和 12.64 个 BP 至-2.22%

和-1.80%。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14.99 个和 26.93 个 BP 至

-0.65%和-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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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9 -2.7904 0.2480 -472.79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4.6632 -4.6804 1.7200 -423.4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7025 -2.7336 3.1048 -160.7979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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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2 -1.8307 8.6560 -310.754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4.1158 -4.2020 8.6200 -277.1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2212 -2.1888 -3.2385 -44.8795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6520 -0.5021 -14.9920 -1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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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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8 -1.4138 4.1060 -264.864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3.8122 -3.8642 5.2000 -241.0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8029 -1.6766 -12.6353 -7.9640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3355 -0.0662 -26.9340 20.33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大幅回调，除人民币外其他主要非美货币纷纷收涨 

本周，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进程或将趋缓的猜想带动美元指数下行。随着美联储 12 月或将

转“鸽”预期的升温以及本周公布的美国 10 月制造业 PMI 数据表现不佳，周二和周三美元指

数出现大幅回调，一度跌破 110；周四，美国三季度 GDP 超预期走好，美元指数收复部分跌

幅。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10.6763，周内累计收跌 1.05%。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欧元有所走强。截至本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0.9965，周内

累计收涨 0.96%。本周，前英国财政部长里希·苏纳克正式出任英国首相，英国政府的不确定

性下降，其主张的增税和削减政府开支的计划也让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支撑英镑走强。截至周

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1615，周内累计收涨 1.90%。本周，随着日美货币政策分化走势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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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继续承压，但在美元大幅走弱的背景下，日元有所企稳。截至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47.4855，周内累计收跌 0.17%。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尽管美元有所走弱，但跨境证券投资资金的流出和市场预期变化都对人民币汇率造

成一定压力。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2700，周内收涨 0.50%；美元兑在岸人

民币汇率收于 7.2565，周内收涨 0.09%。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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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供给不足的担忧支撑原油价格上行 

本周，在供给不足的市场担忧下，原油价格有所上行。供给方面，根据 OPEC+此前的会

议决定，自 11 月 1 日起，产油国将把每天的原油产量减少 200 万桶；且 12 月初欧洲对俄罗斯

海运石油的出口禁令也将全面生效，原油供应将趋于紧张。需求方面，民众消费不振以及企业

投资意愿下滑都导致原油需求走低。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88.38 美元/桶，

周内累计收涨 3.68%；ICE 布油价格收于 94.16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0.61%。 

 

数据来源：WIND 

美联储加息预期波动下黄金价格转向下跌 

本周，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下黄金价格呈波动走势。在美联储 12 月将“转鸽”的预

期升温和制造业 PMI 意外走低的背景下，美元出现回调，黄金价格有所上行；但美联储 11 月

议息会议的临近，美联储将再度大幅加息的预期打压黄金价格下行。截至本周五，COMEX 黄

金价格收于 1,648.3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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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