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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10 月贸易逆差收窄 

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商品和

服务贸易逆差环比下降 17.6%至 671 亿美元，创今年 4 月以来新低。其中

贸易出口额环比增长 8.1%至 2,236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进口额增长 0.9%

至 2,907 亿美元。 

联合点评：美国 10 月贸易逆差收窄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大幅增长。

从商品种类看，原油、食品和汽车出口分别增长了 12 亿、21 亿和 15 亿

美元，成为当月出口规模上涨最多的商品种类。虽然进出口数据均有所回

升，但美国面临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改善，港口拥堵困境未能

得到缓解。从总体上看，贸易形势的改善将支撑美国四季度经济复苏，并

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美国 11 月 CPI 创近 39 年新高 

当地时间 12 月 10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11 月美国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6.8%，涨幅创 1982 年 6 月以

来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4.9%。 

联合点评：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仍是本月推升通胀水平持续走高的

主要因素，11 月美国能源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33.1%。此外，本月食品价

格、住房价格和二手车价格同样出现显著上涨。由于全球供应链紧张导致

的芯片短缺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同时租金价格具有一定粘性，预计

美国通胀高企在 2022 年仍将持续。虽然美国此次通胀水平创新高，但上

涨幅度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在周五公布数

据后稍有缓解。 

欧元区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2.2% 

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欧洲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三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增长 2.2%，同比增长 3.9%；三季度欧盟 GDP 环比增长 2.1%，同比

增长 4.1%。第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的就业人数环比增加 0.9%，同比增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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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随着各国的逐步解封，三季度私人消费成为拉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本季度欧元区家庭消费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拉动 GDP 增长 0.1 个百分点，

投资则成为拖累经济下行 0.2 个百分点。虽然欧洲地区经济处于复苏态势，但 GDP 总量仍低

于 2019 年四季度水平。展望未来，虽然最新数据表明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感染症状好于

预期，但多国再次实施防疫封锁政策或将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 

俄罗斯 11 月 CPI 同比上涨 8.4% 

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1 月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

上涨 0.96%，前值为 1.11%；同比上升 8.4%，同比增幅创 2016 年以来新高，预期值为 8.1%。 

联合点评：从商品类别看，11 月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9.0%和 8.3%，食品

价格大幅上涨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俄罗斯通胀数据是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重要依

据，为抑制通胀俄罗斯央行本年度已累计 6 次，上调基准利率 325 个基点至 7.50%，但通胀水

平仍持续上涨，远超其 4%的调控目标。本次通胀数据发布后，市场预计俄罗斯央行或将在本

月的会议中再次上调关键利率水平。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澳大利亚联储宣布将关键利率维持在 0.10%不变，维持每周 40 亿澳

元的政府债券购买至 2022 年 2 月中旬。澳洲联储表示，除非通胀持续在目标范围内，否则不

会加息。8 日，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 0.25%不变。加拿大央行在声明中表示，不再认

为通胀是暂时的，预计产出缺口将在 2022 年中期缩小，加拿大经济仍然需要相当大的货币政

策支持，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联合点评：澳大利亚联储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为降低本国失业率，10 月澳大利亚失

业率上升至 5.2%，就业市场持续表现低迷。加拿大虽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近期加拿大良好

的经济表现不断强化市场对加拿大央行明年提前加息的预期。加拿大三季度实际 GDP 增速达

到 5.5%，好于 3.3%的市场预期。同时 11 月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失业率下降至 6.0%。在此背

景下，加拿大 10 月 CPI 同比增长 4.7%，创近 18 年来的新高。本次央行利率决议中措辞的修

改表明供应链短缺或将对加拿大通胀水平持续构成上行风险。 

巴西央行上调基准利率至 9.25% 

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巴西央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 150 个基点至 9.25%，本年度内第 7 次

进行加息。巴西央行在声明中表示，定于明年 2 月举行的下次议息会议将按同样幅度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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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巴西本次加息仍是为应对国内严峻的通胀形势。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前 11 个月巴西累计通胀为 9.26%，远超央行 5.25%的通胀管控目标上限。通胀的大幅上涨主

要是因为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运输成本上涨，进而导致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目前巴西基准

利率已经达到 2017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巴西经济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均呈现负增长，连

续加息或将对消费、投资形成抑制，进一步影响巴西的经济复苏进程。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上调约旦长期本、外币主权评级展望至“稳定” 

12 月 7 日，惠誉维持约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不变，评级展望由“负面”

上调至“稳定”。惠誉认为，得益于全球贸易复苏和旅游业的回升，2021 年约旦经济将实现

2%左右的增长。约旦政府强劲的财政和税制改革和约旦经济复苏将推动约旦财政赤字在 2021

年有所收窄。惠誉指出，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趋于平稳以及约旦和美国、以色列政府关系有所

改善，约旦面临地缘政治稳定性风险有所减弱。高失业率仍是约旦面临的主要风险。惠誉预测，

2021 年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将部分抵消约旦旅游业的收入增长，预计约旦的经常账户赤字将

进一步走扩至 9.6%，进而导致外部融资需求和净外债上升。  

标普下调土耳其长期本、外币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 

12 月 10 日，标普维持土耳其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不变，长期外币主权信用

级别为“B+”不变，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标普指出，受土耳其货币经济政

策影响，土耳其里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大幅贬值，自 10 月起累计贬值幅度超过 30%，年内累

计贬值幅度达到 45%。里拉大幅贬值导致土耳其家庭将持有资产由里拉兑换为外币，同时增

加了土耳其以外币计价的政府债务净额。标普表示，从目前数据来看土耳其家庭选择将资产保

留在银行内，但由于 30%的贷款以外币计价，土耳其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但目前

土耳其政府债务水平较低，2021 年财政表现可能有所转好，财政赤字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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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 BB-/BB- 稳定 2021/12/07 BB-/BB- 负面 2021/06/03 上调展望 

多米尼加 BB-/BB- 稳定 2021/12/08 BB-/BB- 负面 2021/03/05 上调展望 

哥伦比亚 BB+/BB+ 稳定 2021/12/09 BB+/BB+ 稳定 2021/07/01 不变 

西班牙 A-/A- 稳定 2021/12/10 A-/A- 稳定 2021/06/11 不变 

英国 AA-/AA- 稳定 2021/12/10 AA-/AA- 稳定 2021/06/18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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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角 B-/B- 稳定 2021/12/10 B-/B- 稳定 2021/06/11 不变 

捷克 AA-/AA- 稳定 2021/12/10 AA-/AA- 稳定 2021/06/25 不变 

标普（S&P） 

塞尔维亚 BB+/BB+ 正面 2021/12/10 BB+/BB+ 稳定 2021/06/11 上调展望 

土耳其 BB-/B+ 负面 2021/12/10 BB-/B+ 稳定 2021/10/22 下调展望 

穆迪（Moody’s） 

哥斯达黎加 B2/B2 稳定 2021/12/08 B2/B2 负面 2020/06/02 上调展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美债收益率全线上涨，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各期美债收益率整体上涨，一是因为南非数据表明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为轻症，市场避

险情绪下降，二是 10 月贸易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持续向好。整体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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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4.00 个、8.80 个和 4.60 个 BP 至 0.28%、1.25%和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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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个、8.09 个和 4.75 个 BP 至 1.97%、1.48%和 1.36%。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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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3.18 个、9.08 个和 5.78 个

BP 至-0.41%、-1.34%和-1.42%。本周 1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

周收窄 0.62 个 BP 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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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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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较上周走扩 7.50 个和 6.13 个 BP 至-1.85%和-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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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14.90 个和 12.68 个 BP 至-0.72%和-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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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 2.0012 -2.4160 -43.622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4058 -0.3740 -3.1800 -17.146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1.0830 -1.0893 0.6222 -20.9575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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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5 1.5564 -8.0860 -112.081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1.3432 -1.2524 -9.0800 -86.3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8467 -1.7717 -7.4953 -75.7394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7212 -0.5722 -14.8967 -30.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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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6 1.4101 -4.7460 -84.780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4220 -1.3642 -5.7800 -51.8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8316 -1.7703 -6.1264 -33.8553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230 -0.5962 -12.6787 -5.17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下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互现 

本周美元指数呈波动下行态势。一方面南非疫情数据好于预期和美国贸易逆差收窄，对美

元指数形成支撑。另一方面，周五公布的美国 11 月通胀数据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值，市场对于

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有所缓解，美元指数承压。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6.0496，周内

累计收跌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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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欧元和英镑上涨，本周欧元兑美元收于 1.1316，周内累计收涨

0.11%。英镑兑美元收于 1.3268，周内累计收涨 0.36%。本周公布的日本三季度 GDP 增速环比

下降 0.9%，较初值小幅下调，同时全球缺芯持续阻碍日本经济复苏，对日元形成打压，美元

兑日元收于 113.3850，周内累计收涨 0.4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初离在岸人民币整体走强，但在周五走势出现分化。一是因为本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数据显示，外贸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态势，今年前 11 个月外贸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其

中累计贸易顺差同比增长 20.1%，二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月 6 日宣布将于 12 月 15 日下调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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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12 月 8 日，离在岸人民币双双上涨，创 2018 年 5 月以来的新高。央

行 12 月 9 日宣布将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 7%

上调到 9%，离岸人民币大幅下跌。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704，周内小幅

下跌 0.03%；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765，周内累计收涨 0.03%。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市场担忧情绪趋缓，国际原油价格显著回升 

本周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显著回升。市场对奥密克戎新毒株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是本周原

油价格回升的主要因素。此外，俄乌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伊核谈判进展缓慢加剧了国际原油供

给端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周五公布的美国 11 月通胀数据符合预期也提振了市场情绪。截至

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1.96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7.37%；ICE 布油价格收于

75.27 美元/桶，重回 75 美元/桶上方，周内累计收涨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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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连续第四周下跌 

本周，黄金价格整体呈现波动走低，整体小幅下跌，主要是因为市场情绪受到南非疫情好

于预期、美国贸易逆差收窄和美国通胀数据影响波动性较大。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

收于 1,783.1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小幅收跌 0.26%。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