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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放缓 

当地时间 12 月 22 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三季度实际 GDP 增速按年率录得 2.3%，低于一季度的 6.3%和二季度的

6.7%。 

联合点评：美国三季度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为全球供应链趋紧和联

邦政府多项支持政策退出。具体来看，制造业和批发贸易对 GDP 增长造

成明显拖累；而服务业如技术服务业、金融和保险等出现明显上扬，成为

拉动 GDP 增速走高的主力；此外，在通胀持续走高的背景下，联邦政府

支持政策的退出对私人消费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增速受此影响放缓。虽

然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美国经济造成一定扰动，但美国 2021 年 GDP

增速预计仍将达 6%左右。 

美国 11 月核心通胀率升至 40 年来新高 

当地时间 12 月 23 日，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报告显示，美国个人消

费支出（PCE）价格指数 11 月同比增长 5.7%，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

品价格后，同比上涨幅度达 4.7%，创下自 1983 年 9 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联合点评：虽然通胀率的持续走高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压力，但

近期消费支出的强劲将对冲部分高通胀对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影响。一

是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下滑和工资的上涨，消费者支出出现明显增长，成为

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看好也导致

美国储蓄率也开始下行，对消费支出形成一定支撑，12 月美国消费者信

心指数由 67.4 升至 70.6；三是在当前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降至

疫情之前水平背景下，消费力仍保持增长，体现四季度经济复苏情况持续，

民众消费意愿依旧。总体来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保持强劲，经济修复能

力较强。 

英国新冠病例单日新增突破 12 万例 

当地时间 12 月 24 日，英国卫生安全局公布数据显示，英国当日新

增新冠疫情确诊病例达 122,186 例，是疫情暴发以来首次超过 12 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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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奥密克戎在英国的传播速度也有所加快。目前奥密克戎已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主要变

异株，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总数已经超过 9 万例。随着感染病例数激增、住院人数上升，伦

敦市长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 

联合点评：虽然近期英国再现疫情反弹，但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预计今年英国

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在高位。英国消费支出保持强劲将继续支撑经济的复苏。根据英国三季

度GDP增速分项显示，家庭消费是第三季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家庭消费水平同比上涨2.7%；

此外，英国家庭储蓄率也出现了明显下滑，消费支出的增加和储蓄的下滑显示出民众对经济复

苏前景持有乐观情绪。 

日本政府通过史上规模最大的预算法案 

当地时间 12 月 24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 2022 年财政预算法案，该预算法案

总规模达 107.6 万亿日元，为日本历史最大年度预算法案。日本政府将发行 36.93 万亿日元的

新国债以其 2022 年的财政支持计划。从具体来看，社保和国防的政府支出均达到了历史最高，

同时政府将拿出 5 万亿日元作为未来应对疫情的准备金。 

联合点评：2022 年日本财政预算的核心在于保障经济安全和支持科技发展。日本政府期

望在控制和防范疫情的同时逐步实现首相岸田文雄的经济政策改革，以此来创造经济增长和

财富再分配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正常化和加速发展。此次随着日本政府财政支出

的增加，政府债务水平也将有所走高，预计到 2022 年年末，日本政府债务水平将突破 1,000 万

亿日元，债务负担进一步增长。 

土耳其宣布储蓄新政弥补里拉贬值损失 

当地时间 12 月 22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了一项新的存款担保承诺来保护土耳其

居民的储蓄安全，土耳其财政部将承担补偿储户的汇率风险，但该计划将仅对个人开放，而不

向企业开放，并且储户将被要求承诺将资金锁定至少三个月，才能受益于汇率保证计划。 

联合点评：土耳其政府此举旨在通过补偿土耳其国内储蓄者在持有里拉时的汇率损失以

阻止民众继续加大持有美元和黄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高利率的坚定反对者，尽管土耳其

通货膨胀率已超过 20%，但土耳其央行近几个月仍旧连续降息。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渐

转向的背景下，土央行连续降息和全球通胀高企使得里拉大幅贬值，促使土耳其民众继续抛售

里拉兑换美元，资产“美元化”趋势明显。虽然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相比，土耳其的公共财政

状况仍然相对稳健，但此担保计划将给土耳其财政带来压力，政府债务负担将显著上扬，10 月

土耳其中央政府债务已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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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击通胀，印度暂停农产品期货交易 

当地时间 12 月 20 日，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宣布暂停 7 种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

分别为：大豆、豆油、毛棕榈油、小麦、水稻、鹰嘴豆、绿豆、油菜籽和芥菜籽。对于现有的

合约可以平仓但是不再开设新头寸，此项禁令将维持一年。 

联合点评：印度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企主要受到国际农场品价格上涨和印度卢比贬值两个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气候不佳和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各国抢购农产品的行为推高了农产

品价格，如印度主要用油棕榈油在 11 月价格升至 1,279 美元/公吨，创下纪录最高值。另一方

面，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渐转向的背景下，印度依旧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令卢比承压。此前

印度政府采取了削减消费税的举措以应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但效果甚微。印度政府此举是希望

通过打压投机行为来遏制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但从长期来看，该举措效果恐有限。2022 年

印度将迎来北方邦大选，而北方邦和旁遮普邦都是强烈反对莫迪农业改革的区域，政府此举除

了应对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则是为大选做准备。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上调阿曼主权评级展望至“稳定” 

12 月 20 日，惠誉维持阿曼长期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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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价上涨和财政改革的助推下，阿曼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

字将得到显著的改善。阿曼在 2021 年 4 月引入了 5%的增值税，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其非石油

收入的上涨（1 月至 10 月同比上涨 40%）；受益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相关的收入也增长

了三分之一，因此预计阿曼 2021 年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比值将由 2020 年的 16.1%收窄

至 3.4%。债务方面，惠誉预测阿曼政府债务相当于 GDP 的比值将在 2020 年（71%）达到峰

值后出现回落，2021 年将降至 67%，2022 年将进一步降至 64%。此外，2021 年阿曼融资计划

取得成功减轻了其外债压力；阿曼 2021 年外汇储备的提高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外债偿付实力。

因此，惠誉上调阿曼评级展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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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 BB-/BB- 稳定 2021/12/20 BB-/BB- 负面 2021/05/18 上调展望 

摩洛哥 BB+/BB+ 稳定 2021/12/20 BB+/BB+ 稳定 2020/05/05 不变 

泰国 BBB+/BBB+ 稳定 2021/12/03 BBB+/BBB+ 稳定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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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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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好转，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已降至疫情之前水平，整

体经济基本面向好，市场情绪乐观，风险资产受到追捧，股市再次走高；此外，美国通胀数据

持续走高，对债市形成一定影响，因此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出现全线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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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1.75 个 BP、0.85 个 BP 和 3.15 个

BP 至 0.29%、1.22%和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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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走

扩 3.41 个 BP 至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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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个和

4.67 个 BP 至 1.48%和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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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全线走扩 1.02 个 BP、0.68 个和 2.29 个 BP 至-0.40%、-1.32%和-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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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2.64 个 BP 至-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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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个和 0.43 个 BP 至-1.79%和-

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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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周五因平安夜，全球大多数金融市场休市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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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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3 2.0383 3.4065 -34.097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3958 -0.3856 -1.0150 -16.141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1.0435 -1.0171 -2.6389 -17.000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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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4 1.4966 -1.2205 -111.1975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1.3198 -1.3130 -0.6750 -83.97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7933 -1.8137 2.0439 -70.4001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5669 -0.6900 12.3153 -15.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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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7 1.4164 -4.6725 -84.0725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4008 -1.3778 -2.2950 -49.67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800 -1.7844 0.4318 -28.6981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5807 -0.6681 8.7400 9.05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收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互现 

本周，在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出现放缓、以及美国“重建美好法案”通过前景存疑的背

景下，美元指数出现微跌。截至本周四，美元指数收于 96.0602，周内累计收跌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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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指数小幅走弱的背景下，欧元兑美元出现小幅上扬，本周欧元兑美元收于

1.1328，周内累计收涨 0.77%。虽然英国新增病例持续走高，但由于英国私人消费依旧强劲，

经济复苏前景持续，对英镑形成一定支撑。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3414，周内累计收涨 1.28%。

本周，日本央行公布了 10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未来供应链短缺和离岸经济衰退的风险仍

存，拖累日元表现，美元兑日元收于 114.4050，周内累计收涨 0.67%。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小幅走弱的背景下，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小幅走强。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

于 6.3740，周内小幅收跌 0.20%；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700，周内累计收跌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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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石油价格止跌回升，布油重回 75 美元/桶上方 

本周，国际油价受供给量有所下滑的影响出现上涨势头。具体来看，一是美国能源署（EIA）

发布原油库存信息表示，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470 万桶，降幅大于预期的 270 万桶；二是国际能

源署（IEA）发布 12 月石油市场报告称，在投资和维护不足的情况下，11 月 OPEC+的产量水

平仍低于目标；三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俄罗斯限制了其对欧洲天然气的输送，导致欧洲天然

气价格大幅上涨，推高了相关能源价格。总体来看，在原油需求仍然保持高位的背景下，原油

供给有所下降。截至本周四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3.76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5.55%；

ICE 布油价格收于 76.51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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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再次突破 1,800 美元/盎司关口 

本周，黄金价格延续了上周上涨趋势。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被通过的前景承

压，打击市场情绪，黄金价格受此影响上涨；另一方面，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转向的背景下，

黄金价格涨势受限。截至本周四，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810.1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0.55%。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