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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联储淡化加息预期 

当地时间 6 月 22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

通货膨胀压力较早前预计的更高，但导致通胀上升的因素是暂时性的，美

联储不会“先发制人”加息。但他强调，本轮通胀可能比预期更持久，如

果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美联储将在必要时动用政策工具，引导通胀回落至

目标水平。 

联合点评：美联储于本月 16 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0

至 0.25%之间，并维持每月不低于 1,200 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同时大

幅上调今年通胀预期至 3.4%。近来美国通胀指标明显上升，原因包括新

冠疫情初期的低基数效应、油价上涨、消费支出随着经济重启,反弹及供

应瓶颈等。随着这些“暂时性”因素消减，通胀率有望回落至美联储所设

2%的长期目标区间以内。 

美国 6 月制造业 PMI 初值持续上升 

当地时间 6 月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防疫限制措施放松和国内经

济走强的推动下，美国 6 月马基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创

下自 2007 年有数据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美国 6 月马基特制造业 PMI 初

值为 62.6，高于市场预期的 61.5 以及前值 62.1，这是美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升。6 月 25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

国 5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录得 3.4%，创 1992 年 4 月以来新高；核

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录得 0.5%，低于预期的 0.6%；5 月 PCE 物价指数

年率录得 3.9%，预期 3.9%，前值 3.6%；5月 PCE物价指数月率录得 0.4%，

预期 0.5%，前值 0.6%。 

联合点评：作为经济先行指标，PMI 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在 6 月份

进一步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并将在整个第二季度实现史无前例的

高速增长。但在供应受限、投入成本创纪录增长以及招聘困难之际，工厂

生产速度仍然难以跟上需求的步伐。此外，6 月份的价格压力仍然维持高

位。投入品价格上涨速度虽略有放缓，但仍是历史上第二快。制造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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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点仍在于原材料和燃料成本的快速增长，而服务业的关注点则是为吸引工人而提出的

高工资，以及更高的运输费用和燃料成本。 

拜登宣布两党就基础设施问题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 6 月 24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其已与两党参议员达成了基础设施协议。最新方

案计划 8 年内共投入 1.2 万亿美元，低于此前提出的 1.7 万亿美元。其中包括 5,790 亿美元的

新支出， 3,120 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其中公路、桥梁等重大项目投资 1,090 亿美元，客货铁

路投资 660 亿美元，公共交通投资 490 亿美元；非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2,660 亿美元，其中包括

730 亿美元的电力基础设施、650 亿元的宽带介入和 550 亿美元的水利基础设施改善；150 亿

美元将用于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电动公交车和公共交通，这只是拜登最初提出的一小部分。 

联合点评：新的基建计划并不包含拜登之前提出的“美国家庭计划”，也不包含增加新的

税收，但他在公开讲话中曾坚定地支持基础设施协议包含对美国家庭的援助协议。拜登此前曾

提出将提高针对富人群体的税率，从而为基建计划庞大的开支买单。此举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

强烈反对，共和党方面多次表示，税率是共和党谈判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们承诺不会改

变 2017 年特朗普执政时通过的减税政策。从目前的进程看，跨党派的基建计划可能要到 9 月

才会得到国会通过，通过的基建法案也要到今年四季度才能生效。 

欧盟宣布对白俄罗斯国家经济施加制裁 

当地时间 6 月 24 日，欧盟出台一系列新措施对白俄罗斯经济施加针对性的制裁。新制裁

措施包括禁止向白俄罗斯出口任何可能被用来“从事监听活动”的通讯设备、军民两用物资和

技术，禁止欧盟投资商交易白俄罗斯证券和购买白俄罗斯短期债券，欧洲投资银行停止向白俄

罗斯发放新贷款，限制与白俄罗斯进行石油相关产品、钾肥以及烟草产品贸易。 

联合点评：欧盟此举是对白俄罗斯国内人权状况以及在尚未等到国际民航组织的调查结

果便对瑞安航空公司客机 5 月紧急迫降事件所作的回应。欧盟采取制裁后，将会对白俄罗斯的

公共财政产生影响，并且外国投资、产品进口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将对白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

产生重大影响。白俄罗斯在今年 5 月疫情刚刚得到缓解，经济复苏启动进程较慢，欧盟此举可

能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复苏进程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日本设巨额基金扶植前沿技术 

当地时间 6 月 21 日，为推进前沿技术研发，日本政府将于 2022 年新设立一项规模达 1,000

亿日元（约合 9 亿美元）的基金，助力半导体、蓄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与经济安全直

接相关的重要技术的研发工作，以期与美欧加强合作，构建新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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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在 6 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参会各方就保护前沿技术达成共识，

即将设立的新基金是日本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七国集团峰会上确定了由日本主导构建防止

前沿技术外流的机制，计划制定相关的指导方针，严格控制七国集团成员对重要技术的管理，

要求研究人员公开参与国外研究项目和获得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信息。新设立的基金除了包括

面临全球性供应短缺的半导体产业外，还将覆盖蓄电池、量子技术、可再生能源等众多技术研

发领域，在推进海外研究的同时提升日本国内的技术水平。 

墨西哥央行意外加息 

当地时间 6 月 24 日，墨西哥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 25 个基点至 4.25%，以避免通胀预

期带来的不利影响。墨西哥 6 月初通胀率进一步加剧，达到 6.02%。目前来看，预计通胀率将

于 2021 年第四季度降至 3%，晚于此前的预期。 

联合点评：墨西哥通胀高企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叠加造成：一方面，美国财政和货币宽松政

策带来美元流动性泛滥，在这基础性因素影响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墨西哥与巴

西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部门的要素价格上升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国内输入性通胀加大。

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采取刺激性政策，

这提振了需求；但墨西哥的产能未恢复，加之海运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因此供应较有限，供

需不同步导致通胀担忧日益加剧。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下调加纳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 

6 月 22 日，惠誉维持加纳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

下调至“负面”。惠誉认为，加纳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共财政明显恶化，同时伴随政府财政整

顿行为延迟，降低了加纳在较长时期内抵御进一步冲击的能力。2020 年 12 月选举后财政状况

承压的风险增加，叠加在 2020 年之前因批准包含额外 3%GDP 的年中补充预算，加纳赤字扩

大至 GDP 的 11.5%。因此，惠誉下调加纳评级展望至“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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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 B/B 负面 2021/6/22 B/B 稳定 2020/10/15 下调展望 

乌干达 B+/B+ 负面 2021/6/23 B+/B+ 负面 2020/6/24 不变 

捷克共和国 AA-/AA- 稳定 2021/6/25 AA-/AA- 稳定 2021/1/22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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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长期美债收益率下跌，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周五公布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创纪录新高对中短期美债收益率的上行构成了推动。本周

1 年期和 5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上涨 1.00 个和 4.40 个 BP 至 0.09%和 0.92%，10 年

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则较上周下跌 1.00 个 BP 至 1.54%，重新震荡至 1.50%关口上方。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各期限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全线收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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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个、8.23 个和 2.97 个 BP 至 2.41%、2.06%和 1.58%。本周 1

年期和 5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0.62 个和 3.84 个 BP 至-0.20%和-1.00%，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则较上周收窄 1.18 个 BP 至-1.44%。周内 1 年期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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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个和 0.61个BP至-0.77%和-1.44%，

10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则较上周收窄 4.85 个 BP 至-1.67%。本周 5 年

期和 10 年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收窄 0.02 个和 3.26 个 BP 至-0.48%和-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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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9 2.4223 -1.6390 -0.744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2034 -0.1972 -0.6200 3.093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714 -0.7706 -0.0819 10.204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6 月 28 日早上 10:0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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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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4 2.1387 -8.2260 -53.991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9954 -0.9570 -3.8400 -51.54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4390 -1.4329 -0.6067 -34.9696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4815 -0.4817 0.0180 -6.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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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8 1.6145 -2.9740 -62.564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4416 -1.4534 1.1800 -53.7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715 -1.7201 4.8521 -17.8479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332 -0.6659 3.2647 3.79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非美货币纷纷走强 

本周，美联储更快收紧政策的预期有所降温，一度打压美元指数跌至 91.53，逼近周中

低点。周五盘尾持平，收复了盘中稍早低于预期的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后录得的失地。截至周

五收于 91.8057，周内累计收跌 0.56%。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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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美国 6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幅低于预期，5 月份个人支出停滞不前，美元指数周内

下跌。受意大利强劲消费者信心数据支持，以及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计划陆续启动，本周欧元

兑美元收于 1.1936，周内累计收涨 0.60%。英国央行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在

0.1%不变，维持资产购买规模不变，均符合市场预期。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3884，周内累计

收涨 0.61%。日本东京地区 6 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持平，并且日本在疫

苗接种、经济复苏和货币政策正常化前景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体。本周美元兑日元收

于 110.80，周内累计上涨 0.51%。 

 
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兑离、在岸人民币走势不一。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615，

周内累计收跌 0.01%；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553，周内累计上涨 0.05%。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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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原油价格连续五周走高 

本周原油连续第五周走高，创下去年 12 月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随着美欧等主要产油区燃油消费反弹，石油库存大幅下降；二是在需求复苏之际，美国的石

油供应持续收紧，叠加伊核谈判陷入僵局，伊朗石油大量进入市场的可能性降低。截至本周收

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4.00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4.01%；ICE 布油价格收于 75.31 美

元/桶，周内累计上涨 2.70%。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触底反弹 

本周因通胀预期缓和的迹象平息了对美联储可能比预期更快收缩刺激政策的担忧，现货

黄金周五小幅上涨，创本月以来首个周涨幅。截至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81.80 美元

/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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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