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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11 月“褐皮书”公布，原材料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持续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美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从 10 月底到 11 月初，整体美国经济仍以“温和”的速度增长，但通货膨

胀的问题更为严峻，经济活动仍旧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的限制。 

联合点评：在消费支出上扬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持续，但供

应链短缺和劳动力紧张的问题继续限制各行各业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复苏，

因此在 10 月底到 11 月初，美国经济增速“温和”。具体来看，受原材料

不足和工人短缺的影响，建筑业和制造业虽复苏趋势持续，但增幅受到一

定限制；休闲娱乐业也因劳动力的不足缩短了营业时间，抑制其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提前退休、育儿压力增大和对新冠疫情存

在担忧等因素影响，拖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尽管各地区都表现出工

资的强劲增长，但员工离职率仍然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因此企业依然面临

招工难和员工流失大的问题。 

美国 11 月非农数据爆冷“走弱”，失业率持续下行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11 月非农就业人口

增加 21 万人，不及市场预期的 55 万人，亦低于前值 54.6 万人，是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的最小增幅；美国 11 月失业率录得 4.2%，自 7 月（5.9%）

以来出现 5 连降。 

联合点评：虽然 11 月美国非农数据的意外爆冷，但整体美国就业市

场稳步复苏。一方面，美国非农数据走弱存在技术性和季节性原因。具体

来看，一是因为美国疫情继续扩散，抑制了酒店服务、教育等服务业的经

济活动，导致零售、酒店服务、教育保健服务业等就业岗位减少。二是最

近几个月该指标季节性调整的误差较大，从过去 6 个月中美国劳工统计

局每个月对非农数据都进行了大幅上调可以看出，该指标在季节性调整

上出现了较大技术偏差。三是疫情下美国就业市场扭曲，不少行业面临招

工难问题。四是，美国失业率自 7 月以来持续走低，当前数据已接近疫情

前水平。总体来说，家庭数据和失业率与非农数据的背离显示出，季节性

调整导致 11 月就业出现一定偏差，当前美国就业情况依旧强劲。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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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体来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于专业和商业服务（9 万）、运输和仓储（5 万）、建筑（3.1

万）以及制造业（3.1 万）。整体看，美国就业市场和经济复苏具有韧性，但仍面临通胀飙升、

劳动力和供应短缺以及奥密克戎毒株扩散等潜在风险。 

美国两党达成一致，“政府关门”威胁暂消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权宜支出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

转到 2022 年 2 月 18 日，“债务上限问题”再次延后处理。美国在上一个财年（9 月 30 日）

结束后，由于两党无法就新的预算达成一致，只能通过短期政府拨款来维持政府的运营，美国

国会曾于 9 月底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正常运营至 12 月 3 日。 

联合点评：当前债务上限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和党期望民主党单独就债务上限问题提交立

法程序来提高债务限额，此举不仅能够使共和党获得主动权以谋求其他领域民主党的妥协，同

时还能在政治立场上将民主党置于“过度负债”的政治压力中，而民主党一直拒绝将债务上限

作为独立法案，因此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使债务上限问题悬而未决。  

欧元区 11 月通胀率升至 4.9%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欧洲统计局（Eurostat）公布数据显示，11 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

计算为 4.9%，高于前值 4.1%，创下近 25 年来新高。其中能源价格依旧是拉动物价上涨主要

因素，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7.4%；食品和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2.2%；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7%；

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2.4%；而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的核心通胀率为 2.6%。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看，能源依旧是拉动通胀走高的主力，但此次欧元区剔除食品、能源

的核心通胀率达 2.6%，已经超过了欧盟央行的目标值 2%，欧元区高通胀问题更加显著。此外，

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在欧洲各国的传播，给欧盟经济复苏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欧央行或将

继续宽松货币政策以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但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推高欧元区通胀压力。 

日本宣布“封国” 

当地时间 11 月 29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自 30 日零时起暂停所有国家和地区外国

人新的入境，以降低新变种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的影响。日本成为继以色列、摩洛哥之

后，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实施全面旅行禁令的国家。 

联合点评：由于持续受到疫情冲击的扰动，日本经济复苏之路跌宕起伏。疫苗接种率低、

封锁措施的不彻底以及医疗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和人员不足等问题都导致了日本在疫情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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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差强人意。疫情的反复让原本内需不足的日本经济再度承压，各项经济指标持续疲软。

为了避免新变异病毒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日本政府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的举措。 

巴西三季度 GDP 增速环比下滑 0.1%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巴西地理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三季度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为

2.2 万亿雷亚尔（约合 4,077. 7 亿美元），环比下降 0.1%。从细分领域来看，巴西三季度农牧

业环比下滑 8%、工业保持平稳；家庭消费环比增长 0.9%、政府消费环比增长 0.8%、投资环

比下滑 0.1%。 

联合点评：巴西经济增速在二季度和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经济进入 “技术性衰退”。

一方面，农业和投资表现疲软。具体来看，农业板块的大幅下滑，主要是受到大豆收获季节的

结束以及干旱天气导致咖啡豆和玉米等农产品减产所致。另一方面，投资下滑主要是因为高通

胀环境下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加大了企业的借贷成本。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下调土耳其长期本、外币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 

12 月 2 日，惠誉维持土耳其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

定”下调至“负面”。惠誉认为，土耳其央行在 2023 年总统大选前屡次降息的行为和额外的

经济刺激，导致土耳其里拉的大幅贬值和通胀率激增，由此引发土耳其国内对经济复苏前景的

担忧加剧。根据数据显示，自年初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了 46%，土耳其政府当局期望通

过低利率和里拉贬值来作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由此引发的通胀上行给货币带来了

极大压力，同时事态的发展也给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带来较大风险，加大了土耳其的外部融

资压力。因此，惠誉下调土耳其评级展望至“负面”。 

惠誉上调意大利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BBB” 

12 月 03 日，惠誉将意大利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由“BBB-”上调至“BBB”，评级

展望调至 “稳定”。惠誉认为，短期来看，意大利在有效的政策支撑下， 2021 年经济复苏势

头强劲，意大利 2021 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经济环比增速达 2.7%和 2.6%，远高于欧元区平均

水平。长期来看，高疫苗接种率和欧盟复苏基金的逐渐注入，将给予意大利经济长期增长动力。

此外，强劲的经济增长也显著改善了意大利的财政状况，财政赤字率从峰值逐步回落；经济总

量的上升也改善了政府债务与 GDP 的比率，因此，在经济、财政和债务都出现改善的情况下，

惠誉上调意大利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至“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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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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 BB-/BB- 负面 2021/12/02 BB-/BB- 稳定 2021/08/13 下调展望 

巴拉圭 BB+/BB+ 稳定 2021/11/30 BB+/BB+ 稳定 2020/12/02 不变 

意大利 BBB/BBB 稳定 2021/12/03 BBB-/BBB- 稳定 2021/06/04 上调等级 

瑞典 AAA/AAA 稳定 2021/12/03 AAA/AAA 稳定 2021/06/04 不变 

俄罗斯 BBB/BBB 稳定 2021/12/03 BBB/BBB 稳定 2021/07/09 不变 

斯洛文尼亚 A/A 稳定 2021/12/03 A/A 稳定 2021/06/18 不变 

标普（S&P） 

多米尼加 BB-/BB- 稳定 2021/12/03 BB-/BB- 负面 2020/12/03 上调展望 

穆迪（Moody’s） 

尼日尼亚 B2/B2 稳定 2021/11/29 B2/B2 负面 2020/04/15 上调展望 

土耳其 B2/B2 负面 2021/12/05 B2/B2 负面 2020/09/11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美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布言论，暗示美联储加息进程不会受到新疫情影响，甚至可能

加速，拉升短期美债收益率上涨，本周 1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上涨 3.35 个 BP 至

0.25%；另一方面，褐皮书显示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仍在持续，未来美国经济复苏

动力仍然承压，经济前景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长期美债收益率走低，5 年期和 10 年期美

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下跌 12.80 个 BP 和 17.10 个 BP 至 1.16%和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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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各期限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

周收窄 3.32 个 BP 至 2.00%；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12.57

个和 15.13 个 BP 至 1.56%和 1.41%。本周 1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2.23

个 BP 至-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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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个和 13.61

个 BP 至-1.25%和-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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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利差分别较上周全线收窄 0.05 个、11.94 个和 9.10 个 BP 至-1.08%、-1.76%和-1.78%。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全线收窄 7.17 个和 5.45 个 BP 至-0.57%和-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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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 2.0344 -3.3160 -41.206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3740 -0.3517 -2.2333 -13.966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1.0819 -1.0824 0.0522 -20.844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2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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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4 1.4307 12.5700 -103.995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1.2524 -1.3600 10.7600 -77.24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7626 -1.8820 11.9439 -67.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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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5567 -0.6285 7.1717 -14.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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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1 1.2588 15.1285 -80.034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3642 -1.5003 13.6133 -46.0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804 -1.8714 9.0978 -28.7328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057 -0.6601 5.4458 6.55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微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互现 

本周初，美国报告了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市场对经济复苏出现担忧，美元指数

出现下跌；周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发出了鹰派言论，称高通胀非“暂时性”，

美国总统拜登称不会进行冬季封锁，多重利好消息叠加支撑美元周中转跌为涨。截至本周五，

美元指数收于 96.1715，周内累计收跌 0.02%，较上周波动不大。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小幅走弱的背景下，欧元微涨，本周欧元兑美元收于 1.1311，周内累计收涨

0.06%。在英国疫情再度上扬的背景下，奥密克戎病毒的确诊拖累了英镑表现，本周英镑兑美

元收于 1.3236，周内累计收跌 0.79%。本周，在市场避险情绪仍旧浓烈的背景下，日元避险属

性受到追捧，支撑日元表现，美元兑日元收于 112.8300，周内累计收跌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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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小幅走弱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 月至 10 月服务贸易

持续走好，同比增长 12.7%，内外因素共同支撑人民币表现。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

率收于 6.3733，周内小幅下跌 0.35%；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690，周内累计收跌 0.25%。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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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需求不确定性加大，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探 

本周，国际油价受需求端不确定性增大的影响，继续上周的跌势。具体来看，在欧洲疫情

再次上扬导致多国采取封锁措施和新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在多国都爆出确诊病例的背景下，

全球经济活动再次收紧，原油需求前景再次蒙阴。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66.22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4.35%；ICE 布油价格收于 70.14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3.45%。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连续第三周下跌 

本周，黄金价格持续走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鹰派言论，叠加美国失业率持续走低，美

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或将加速，打压黄金价格。但考虑到新

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威胁仍在，因此黄金价格跌幅有限。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83.9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小幅收跌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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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