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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联储宣布将加速缩减购债步伐 

当地时间 12 月 15 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后宣布将在 2022 年 1 月

开始扩大缩减购债（Taper）力度以应对通胀。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

在维持当前 0%~0.25%联邦基准利率不变的前提下，将每月减少资产购买

力度提高一倍，具体表现为每月减少购买 2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 100 亿

美元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联合点评：通胀压力的持续上升和劳动力市场的好转是支撑美联储

当前加速缩减购债的原因，但在正式启动加息之前，美国流动性环境预计

将仍维持宽松。一方面，从近期美国劳动力数据来看，不管是非农数据的

大幅上扬和失业率的连连走低，还是劳动参与率的走高，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前美国就业市场正在逐步修复。另一方面，从雇佣成本指数来看

（ECI），ECI 的走高也预示着高通胀将更加持续和严峻。总体来看，当

前货币政策环境难以解决通胀持续高企的问题，预计美联储将在劳动力

市场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宣布加息决定。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至 31.4 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 12 月 16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的提高债务上限的联合决议法案。此次法案将当前的债务上限提高 2.5 万

亿美元至 31.4 万亿美元，对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延长至 2023 年。 

联合点评：提高债务上限联合法案的通过不仅结束了两党长达数月

的政治博弈，还避免了美国可能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若两党未能就债务

上限达成协议，美国将面临技术违约的风险，而在当前疫情肆虐的背景下，

债务上限引发的风险将对股市和债市带来严重冲击。其次，政府支出的冻

结也将对一些政府资助的项目造成影响，从而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带来负

面的影响。 

英国成为第一个加息的 G7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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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2月 16日，英国央行宣布加息 15个基点，基准利率由此前的 0.1%上升至 0.25%，

同时表示将维持当前总规模 8,960 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计划。在持续高通胀的压力下，英国央行

意外宣布加息，成为第一个加息的 G7 国家。 

联合点评：经济数据的好转叠加通胀问题更加严峻是英国央行加息的主要推手。11 月英

国的通胀率攀至 5.1%，创下 2011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值，核心通胀率也升至 4%，显示出英国

高通胀率的问题在不断加剧的同时也更加持久。此外，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恢复和 PMI 数

据的走好给与了英国央行加息强有力的支持，11 月失业率降至 4.2%；11 月英国 PMI 超预期

达 55.6。虽然奥密克戎的威胁让经济复苏仍处于不确定性中，但通胀问题可能更加长久的趋势

使得英国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控制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 

日本央行按兵不动 

当地时间 12 月 17 日，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当前短期利率为-0.1%和长

期利率为 0%的宽松货币政策，但会在 2022 年 3 月开始缩减当前的抗疫购债计划，也就是将

公司债和商业票据的购买速度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联合点评：经济恢复情况不及预期是日本央行保持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与其他主要

发达经济体相比，日本经济复苏趋势仍然十分脆弱。个人消费和公共投资的不足导致日本经济

增长停滞，而疫情反复和供应链紧张问题更是对日本制造业和出口带来严重影响。在全球通胀

高企的背景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虽推高了日本通胀率，但仍低于 2%的通胀目标，因此日本

国内对通胀率的容忍度仍然较高。在经济的不景气和通胀率相对温和的背景下，日本央行选择

按兵不动，维持现行货币政策。 

土耳其继续逆势降息 

当地时间 12 月 16 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下调 100 个基点至 14%；2021 年初至

今，土耳其央行已降息 4 次，累计降息幅度达 500 个基点。受此影响，里拉兑美元再次下跌，

今年以来里拉贬值累计幅度已超过 50%以上。此次降息直接触发了伊斯坦布尔交易所的熔断

机制，当日土耳其股指下跌幅超过 8%，为 3 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联合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长期以来认为，高利率不能遏制通胀，反而高借贷成本会

抑制经济活动，因此他一直推动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土耳其经济、促进增长、出口和就业。

目前来看，土耳其政府期望通过降息来对抗通胀的行为不仅触发了其货币美元化的压力，还导

致其通胀进一步走高。为减轻里拉贬值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选择使用美元和欧元

来作为储蓄货币，数据显示外币存款占所有存款的比例由 49%（2018 年）升至 55%（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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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胀来看，土耳其 11 月的通胀率已经跃升至 21.3%，是官方通胀目标的 4 倍以上，通胀压

力加剧。 

俄罗斯央行年内第七次加息 

当地时间 12 月 17 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再次将基准利率提高 100 个基点至 8.5%，今年俄

罗斯央行已经累计加息 425 个基点，这也是俄罗斯本年度第七次加息。11 月俄罗斯通胀率为

8.4%，已是其通胀目标 4%的两倍。 

联合点评：俄罗斯央行积极加息以期望在 2022 年底前将俄罗斯通胀控制在其目标水平。

对于俄罗斯来说，加息可以增加银行储蓄从而抑制通胀、减少境外资本的外流以及在一定程度

上支撑俄罗斯卢布，特别是在当下俄罗斯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和高通

胀的持续，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已呈现放缓的态势，外债规模也在进一步累积，美联储一

旦加息，将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的负面影响，因此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选择在美联储加息

前加入加息行列。 

新西兰三季度 GDP 表现不佳 

当地时间 12 月 16 日，新西兰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三季度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

环比下降 3.7%，为史上第二大季度降幅，优于预期值-4.1%；同比下降 0.3%，优于预期值-1.4%。 

联合点评：新西兰三季度长达约 100 天的封锁拖累其经济表现。2021 年 8 月，受到德尔

塔病毒的影响，新西兰奥克兰再次暴发疫情，新西兰政府宣布进入最高级别封锁，因此零售、

制造、建筑和娱乐活动等纷纷受到严重影响。不过 2021 年 8 月以前，新西兰疫情控制有效，

长达几个月处于零感染状态，使得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此次封锁带来的经济下滑幅度也低于官

方预期，因此 2021 年新西兰整体经济复苏情况仍然较好。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上调南非主权评级展望至“稳定” 

12 月 15 日，惠誉维持南非长期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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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超出预期的经济复苏速度、强劲的财政表现和信贷数据

转好都支撑南非经济的向好。惠誉表示，2021 年南非前两个季度 GDP 增速持续走高，虽三季

度出现小幅衰退，但整体经济复苏情况较好，预计 GDP 增速将达到 4.7%，2022 年经济产出

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在经济复苏持续向好的背景下，南非财政指标也得到改善；受益于大

宗商品价格的上涨，2021 年南非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 GDP 的值将有望收窄至 0.2%，预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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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2021 年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比值将达到 7.7%，较 2020 年有所改善；此外，国民账户的

调整使得南非人均 GDP 和政府债务相当于 GDP 的比重有所改善，对信贷情况有正面的影响。

因此，惠誉上调南非评级展望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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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 BB-/BB- 负面 2021/12/14 BB-/BB- 负面 2021/05/27 不变 

南非 BB-/BB- 稳定 2021/12/15 BB-/BB- 负面 2021/05/21 上调展望 

喀麦隆 B/B 稳定 2021/12/16 B/B 稳定 2021/04/12 不变 

立陶宛 A/A 稳定 2021/12/17 A/A 稳定 2021/07/09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美债收益率全线下跌，除中国外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普遍收窄 

本周，尽管美联储承认当前的高通胀将会更持久并宣布将加速缩债以对抗高通胀，但在美

联储正式加息之前，市场流动性将依旧相对宽松，叠加当前奥密克戎发展的不确定性，市场恐

慌情绪再次占据主流，因此短中长期限美债收益率出现全线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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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分别下跌 1.60 个 BP、3.60 个 BP 和 4.40 个 BP 至

0.27%、1.21%和 1.44%。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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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各期限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全线走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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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6.12 个、2.10 个和 5.38 个 BP 至 2.04%、1.50%和 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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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收窄 2.02 个 BP、3.02 个和

4.42 个 BP 至-0.39%、-1.31%和-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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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6.02个、2.81个和 4.15个BP至-1.01%、-1.82%和-1.79%。

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0.03 个和 3.41 个 BP 至-0.74%和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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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3 1.9771 6.1180 -37.504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3856 -0.4058 2.0200 -15.126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1.0130 -1.0732 6.0194 -13.9549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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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6 1.4755 2.1040 -109.977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1.3130 -1.3432 3.0200 -83.3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8175 -1.8456 2.8105 -72.8180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7353 -0.7357 0.0327 -3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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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4 1.3626 5.3800 -79.400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3778 -1.4220 4.4200 -47.3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878 -1.8293 4.1500 -29.4774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938 -0.7278 3.4073 -2.25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收涨，主要非美货币全线下跌 

本周，在美联储改变了通胀“暂时论”并宣布加快购债、以及美国劳动力数据出现实质性

进展的背景下，美元出现小幅上涨。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6.6756，周内累计收涨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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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欧洲疫情发展不确定性仍在的背景下，欧元走势承压，因此欧元兑美元出现小幅

下滑，本周欧元兑美元收于 1.1237，周内累计收跌 0.68%。英国央行宣布加息的消息一定程度

上对英镑形成支撑，但近期英国疫情再次恶化和美元表现强势对英镑形成打压。本周英镑兑美

元收于 1.3237，周内累计收跌 0.09%。本周，日本央行宣布仍然维持当前利率水平拖累日元表

现，美元兑日元收于 113.7100，周内累计收涨 0.36%。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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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在美国经济复苏走好和美联储加速缩债支撑美元的背景下，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小幅

走弱。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886，周内小幅收涨 0.24%；美元兑在岸人民

币汇率收于 6.3742，周内累计收涨 0.14%。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石油价格延续上周跌势 

本周，国际油价受供给量将增加的影响，延续上周的跌势。具体来看，一是国际能源署

（IEA）发布月报下调了 2021 年和 2022 年的石油需求，并称从 12 月开始全球石油供给将超

过需求；二是美国页岩油产量正在加速复苏，未来能源供给将进一步增加；三是美国当前仍有

一半原油管道处于闲置状态，原油需求仍然承压；四是奥密克戎的传播引发的部分经济活动的

停滞也拉低了原油需求预期。总体来看，在石油供应方面有望增加的情况下，原油需求有所回

落。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0.14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2.64%；ICE 布油

价格收于 72.87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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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震荡上扬 

本周，黄金价格呈现小幅攀升的趋势。一方面，美联储取消对通胀“暂时性”的形容并将

加速缩债以应对通胀持续走高的压力，使得黄金作为抗通胀的特性受到追捧；另一方面，新变

种病毒的出现也造成一些不确定性，对黄金的需求上升。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98.6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0.81%。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