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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放缓 

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 CPI 同

比增长 7.7%，低于市场预期，前值为 8.2%；环比增长 0.4%，与前值保持

一致，低于市场预期的 0.6%。美国 10 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6.3%，前值

为 6.6%，低于市场预期的 6.5%。 

联合点评：在美联储连续 4 次加息 75 个 BP 之后，美国通胀增速终

于出现放缓迹象，时隔 7 个月首次降至 8.0%以下，表明美联储激进加息

政策效果已开始显现。本月稍早公布的 10 月就业市场数据表明美国劳动

力市场仍保持紧张，结合最新有所放缓的通胀数据，美联储或在 12 月议

息会议下调加息幅度。 

英国三季度 GDP 环比下滑 0.2% 

当地时间 10 月 11 日，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英国 GDP 在 2022 年

第三季度环比收缩 0.2%；9 月 GDP 环比收缩 0.6%，预期值为-0.4%，前

值为-0.1%。 

联合点评：英国在四个月内连换三任首相的政治乱象导致国际市场

对英国的金融稳定信心大跌，通胀压力下英国央行持续大幅加息已使英

国利率提高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3%）。来自政治、经济的

双重不利因素致使英国经济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考虑到冬季来

临，英国工业和民用能源需求将在数月保持高位，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

致英国生活成本不断增加，英国经济表现或将在四季度继续表现收缩，英

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风险也将明显增加。 

日本央行内部对货币政策态度表现分化 

当地时间 11 月 8 日，日本央行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日本央行的决

策者已在 10 月就货币宽松政策的副作用和退出超低利率计划的影响进行

了辩论。在 9 位央行决策委员中，仍有多数人认为保持超低利率对刺激工

资上涨和经济复苏是十分重要的，并表示工资上涨的幅度可以抵消日本

家庭生活成本的上升。但部分委员指出，央行需要重视通胀压力扩大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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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还有委员警告称，不能排除通胀大幅超调的危险。部分委员表示，现在重要的是研究未来

退出策略会如何影响市场，以及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做好政策变化准备。 

联合点评：作为目前少有的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全球主要央行之一，日本央行选择与

美联储“背道而驰”导致日元汇率面临前所未有的贬值压力，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突破 150 创下

历史新高，日元自年初以来已累计贬值逾 30%。尽管日本央行斥资万亿日元进行市场干预，但

目前来看日元无序下跌的情况短期内或较难出现反转。日元持续疲软也使日本央行内部对当

前货币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多，但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称将继续捍卫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表态

表明日本央行近期出现明显政策转向的可能性较小。 

韩国货物贸易出口两年来首次出现下滑 

当地时间 11 月 8 日，韩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9 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实现 16.1 亿

美元顺差，但同比缩水 88.9 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57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0.7%，

为近两年首次下滑；前 9 个月累计顺差 241.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缩水 432.7 亿美元 

联合点评：作为全球贸易的“晴雨表”，韩国的贸易数据一直备受瞩目。今年以来，持续

上行的通胀压力、俄乌冲突暴发导致外部不确定性加剧以及美联储接连大幅加息使得外部需

求有所转弱，韩国货物出口贸易受此影响上涨乏力。考虑到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央行加息进程

仍未出现明显拐点，消费成本预计将持续上涨，四季度韩国货物贸易出口数据或进一步走弱。 

墨西哥央行继续加息 75 个 BP 

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墨西哥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 75 个 BP 至 10%，这是墨西哥

央行自 2021 年 6 月以来第 12 次加息。 

联合点评：由于自身经济表现与美国经济高度相关，墨西哥的货币政策受美联储行动影响

极大。2021 年下半年以来，受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外流和通胀上行影响，墨西哥央行连续

数次加息以图维护市场信心和经济稳定。2022 年以来，随着俄乌冲突、美联储接连大幅加息，

墨西哥汇率不稳定性、通胀压力和资金外流压力陡然增大，只能选择继续追随美联储加息以减

轻市场扰动。另一方面，持续加息虽能使通胀数据回落，但也会同时抑制民众消费和企业借贷，

影响墨西哥经济复苏，墨西哥仍需对其加息行动保持审慎。 

印尼三季度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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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 2022 年三季

度 GDP 同比增长 5.7%，实现该国 GDP 继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5.01%、二季度同比增长 5.44%

之后又一强劲增长。 

联合点评：印尼连续三个季度保持 5%以上的 GDP 增速表明新冠疫情和通胀压力对印尼

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自今年 3 月全面开放边境以来，印尼入境外国游客数量激增，并带动印

尼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实现显著增长。考虑到印尼目前几乎所有主要行业都处于正增长状态，

预计印尼四季度仍将延续此前的较好经济表现。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下调尼日利亚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 

11 月 11 日，惠誉公告将尼日利亚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 B 下调至 B-，评级展望

为“稳定”。惠誉认为，尽管 2022 年国际油价保持在高位水平，但尼日利亚仍面临持续的政

府偿债成本和外部流动性日益恶化的问题。较低的石油产出和巨额石油补贴已经消耗了 2022

年高油价产生的大量政府收益，且将使政府收入水平持续承压。 

穆迪上调刚果（金）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3 

10 月 1 日，穆迪公告将刚果（金）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 Caa1 上调至 B3，评级

展望由“正面”调整至“稳定”。穆迪认为，来自 IMF 的援助使刚果（金）的经济和财政状况

都有所加强，增长的官方外汇收入表明刚果（金）外部状况已出现改善，但刚果（金）的信用

状况仍受制于其低水平的人均 GDP、较低的竞争力、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有限的国内融资

能力以及对外部优惠资金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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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 B+/B+ 负面 2022/11/08 B+/B+ 稳定 2022/04/21 下调展望 

尼日利亚 B-/B- 稳定 2022/11/11 B/B 稳定 2022/03/14 下调等级 

马耳他 A+/A+ 稳定 2022/11/11 A+/A+ 稳定 2022/05/13 不变 

瑞士 AAA/AAA 稳定 2022/11/11 AAA/AAA 稳定 2022/05/31 不变 

斯洛文尼亚 A/A 稳定 2022/11/11 A/A 稳定 2022/05/20 不变 

穆迪（Moody’s） 

刚果（金） B3/B3 稳定 2022/11/11 Caa1/Caa1 正面 2022/06/02 上调等级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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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下探，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收窄 

上周公布的美国 10 月就业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出现超预期增长推动各期限美债收

益率在周一短暂上涨，备受关注的美国中期选举的胶着选情将市场目光聚焦于周五公布的通

胀数据，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在下半周震荡交易中下跌。截至周五，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收跌，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跌 1.5 个、7.6 个和 4.1 个 BP 至 4.73%、

4.23%和 4.0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债收益率全线收跌的背景下，各期限中美国债利差均表现收窄，其中 1 年期、

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6.29 个、11.25 个和 6.26 个 BP 至-

2.93%、-1.74%和-1.38%。本周各期限日美国债利差也表现收窄，1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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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个、6.45 个和 4.10 个 BP 至-4.83%、-4.14%和-

3.80%。本周 1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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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大幅

收窄 14.17 个、19.96 个和 9.08 个 BP 至-2.62%、-2.08%和-1.73%。本周 5 年期英美国债平均收

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1.73 个 BP 至-0.91%，10 年期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2.31

个 BP 至-0.51%。 

表 2  与 1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
1
 

                                                        

1：中国因国庆假期休市缺失全周国债收益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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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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2.9268 -2.9896 6.2870 -486.681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4.8275 -4.8325 0.5000 -439.8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6218 -2.7636 14.1744 -152.7298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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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6 -1.8481 11.2480 -309.896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4.1440 -4.2085 6.4500 -280.0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0803 -2.2799 19.9596 -30.7880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9141 -0.9315 1.7327 -40.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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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1 -1.4417 6.2625 -265.4955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3.8095 -3.8505 4.1000 -240.7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372 -1.8281 9.0842 -1.3904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5112 -0.4880 -2.3127 2.76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大跌，非美货币表现走强 

本周前半周，受上周公布的美国 10 月失业率小幅上涨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开幕影响，美元

指数表现下跌，尽管周中出现短暂反弹，但选情胶着以及本周稍晚公布的通胀数据为美联储放

缓加息节奏提供了支持，美元指数周内累计大跌 4.37%，周五收于 106.4083，创近三个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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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指数大幅回调的背景下主要非美货币均表现走强。受本月稍早公布的欧元区

三季度增速实现超预期增长以及德国公债收益率上涨影响，本周欧元兑美元汇率表现上涨，并

在周五收于 1.0354，周内累计收涨 4.50%。英国财相公布预算计划在即，市场对英国未来财政

表现仍保持审慎，英镑兑美元于周五收于 1.1840，周内累计大涨 4.68%。尽管日美货币政策仍

表现分化，但本周美元弱势使日元获得短暂上行空间，本周美元兑日元汇率跌破 140，周五收

于 138.7970，周内累计大跌 5.71%。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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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美元走软、中国调整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拉动人民币汇率表现升值。截至周五，美元

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0923，周内累计下跌 2.08%；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1106，周

内累计下跌 1.65%。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石油价格出现“过山车” 

本周前半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增加、美国中期选举使国际市场担忧可能会打击能源需

求，国际油价从逾两个月高位应声回落；下半周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不定以及超预期的通胀数据

使原油价格得到短暂拉升。截至周五，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88.86 美元/桶，周内累计下跌

1.92%；ICE 布油价格收于 95.76 美元/桶，周内累计下跌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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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劲升突破 1,750 美元/盎司 

本周，美元指数大幅回调提振黄金价格周内急升。截至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74.2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大涨 5.70%。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