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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七国集团同意对俄罗斯能源施行价格上限 

当地时间 6 月 29 日，七国集团（G7）成员国宣布将建立相关机制对

俄罗斯能源设置价格上限。该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将金融服务、保险和货

物运输与俄罗斯石油挂钩且联合各个石油消费国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

以低价格出售其石油。七国集团与欧盟领导人已就机制达成共识，但具体

实施细节仍在讨论中。 

联合点评：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能源制

裁，导致能源价格大幅走高，推高了各国的通胀水平，但在此期间，俄罗

斯能源收入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欧美希望通过引入价格上限机制来保

障俄罗斯能源的稳定流入，从而压低能源价格，减轻通胀压力，同时也能

够起到打击俄罗斯能源收入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全球能源格局已出现

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在欧美对俄罗斯能源的逐步制裁过程中，能源消

费国的权力明显上涨，预计欧美将形成某种买家联盟来制定相关价格上

限以控制能源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能源博弈再度升级，从前期制裁中

可以看出，仅仅通过压缩俄罗斯的能源市场份额无法对俄罗斯能源收入

造成打击，而在能源博弈的基础上，再结合市场、技术和金融等领域的限

制，将针对性的对俄罗斯能源收入进行打击。 

美国 6 月 ISM 制造业 PMI 创两年新低 

当地时间 7 月 1 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6 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3，不及前值 56.1 和预期 54.5，创下两年的新低，美国商

品需求出现放缓的迹象。从分项来看，6 月 ISM 新订单指数为 49.2，近两

年来首次下滑至收缩区间；库存指数也进一步上扬升至 56，接近 2010 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 

联合点评：美国通胀率的持续走高，显著抬升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居

民消费需求出现放缓；另一方面，随着美联储大幅加息以及启动缩表，金

融环境也出现明显收紧，一定程度打压了企业投资。两方面因素都将拖累

经济表现，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蒙阴。 

欧洲央行举行年度货币政策论坛，欧央行行长称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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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29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和国

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滕斯共同出席了欧洲央行年度会议活动。会议上，各国央行就持续上涨的

通胀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更是表示，时代已经发生变

革，经济将不会回到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中。 

联合点评：在低通胀环境下，央行可以采取降低利率和债券购买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和

复苏。但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全球通胀率持续高位运行，主要经济体通

胀率均升至多年来的新高；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和生产模式均出现了明显改变，即使通胀回落

也不会重回以前的贸易和生产模式。因此，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的实践或将不再适用。 

欧元区 6 月通胀率升至 8.6% 

当地时间 7 月 1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6 月 CPI 同比增长 8.6%，高于前

值 8.1%和预期 8.5%，并创下 1997 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其中，能源仍旧是推高通胀率的主

要原因，涨幅达 41.9%，高于前值 39.1%；其次是食品、酒类和烟草，涨幅达 8.9%，高于前值

7.5%。 

联合点评：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能源贸易较为紧密，因此俄乌战争的爆发和欧盟的一系列能

源制裁都大幅推高了能源价格。基于能源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也逐步蔓

延和扩大到了不同领域。生活成本的飙升让欧洲央行不得不提早开启加息的进程，但由于欧元

区内经济复苏较为疲软且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距较大，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较为有

限，或将采取逐步收紧的加息节奏，预计 7 月欧洲央行议会会议将加息 25 个基点以遏制通胀

走势。 

苏格兰宣布第二次独立公投时间 

当地时间 6 月 28 日，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 斯特金公布了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计

划，并宣布将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再次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斯特金同时表示她将向英国首

相鲍里斯提交正式的申请，若英国政府拒绝依照法律进行相关授权，苏格兰政府将采取法律的

手段来保障公投的顺利进行。 

联合点评：2014 年 9 月 18 日苏格兰进行了首次独立公投，最终有 55%的苏格兰民众选择

留在英国，但 2016 年英国意外“脱欧”，引发了苏格兰人的强烈不满，因为 62%的苏格兰民

众选择留在欧盟，所以英国“脱欧”给予了苏格兰再度举行独立公投的契机。另一方面，苏格

兰民族党再度推动独立议题也有转移民众注意力之意，疫情之后，苏格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均

有所暴露，而通过矛盾转移的方式可以巩固民众对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英国政府显然不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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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这次公投，虽然斯特金声称会将申请提交到英国最高法院，但这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即使苏格兰独立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加入欧盟，因此苏格兰民众对于独立也呈现

同 2014 年时相似的两级分化态度。 

乌兹别克斯坦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 7 月 2 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宣布，该国的自治共和国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将从当地时间 7 月 3 日起至 8 月 2 日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7 月 1

日，由于不满乌兹别克斯坦部分修宪草案的内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首府努库斯发生大规模抗

议活动。 

联合点评：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宪法规定，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拥有自己的

宪法、行政和领土。不仅其主权受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保护，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还有

权举行全民公投以脱离乌兹别克斯坦。从中可以看出，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长期以来

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但 6 月 25 日，乌兹别克斯坦公布了其修宪草案，涉及对卡拉卡尔帕克斯

坦自治共和国主权和公投条款的修改，引发了卡拉卡尔帕克斯民众的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大

规模抗议。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修宪草案的仍在审议中，但基于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

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以及强烈的不满情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表示

将保留宪法中涉及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法律地位的条款。 

匈牙利、瑞典以及津巴布韦央行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 6 月 28 日，匈牙利央行宣布加息 185 个基点，使得基准利率升至 7.75%，是匈

牙利央行自 2008 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加息，远超市场预期。当地时间 6 月 30 日，瑞典中央银行

宣布将关键政策利率提高 50 个基点升至 0.75%，是瑞典央行连续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

同时瑞典央行也表示，在必要的情况，将考虑单次加息 75 个基点的可能性。当地时间 6 月 27

日，津巴布韦央行宣布加息 12,00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由 80%至 200%，今年累计加息幅度达

到 14,000 个基点；同时津巴布韦政府宣布重新引入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以遏制持续走高的通

胀率和不断下跌的汇率。 

联合点评：俄乌冲突爆发，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其中能源制裁一举推高了全

球能源价格。由于欧盟各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较高，能源价格的走高显著抬升了欧洲各国的通

胀率，因此欧洲各国加息以遏制通胀走势。具体来看，匈牙利 5 月 CPI 为 10.7%，创下 21 年

以来的新高；瑞典 5 月通胀率为 7.2%，创下自 1991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值。此外，随着美联

储本月采取了大幅加息的举措，各国央行加息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和稳定

汇率的作用。由于施行土地改革政策，津巴布韦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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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各类物资严重短缺，通胀率飙升。疫情的冲击更是加剧了津巴布韦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

截至 6 月，津巴布韦通胀率已升至 191%，津巴布韦元兑美元已贬值超过三分之二。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上调马来西亚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稳定” 

6 月 27 日，标普维持马来西亚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A/A-”不变，评级展望由

“负面”上调至“稳定”。标普认为，马来西亚高于其他相似收入水平的主权国家的经济增长

前景以及经常账户持续保持盈余都将有利于马来西亚的财政情况的好转和外债的偿付。具体

来看，2022 年以来马来西亚制造业表现稳健（特别是电气和电子产品），带动马来西亚一季

度 GDP 增速同比上涨 5%；马来西亚也是能源净出口国和棕榈油生产国，将受益于大宗商品

的价格上涨，因此预计 2022 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速将达到 6.1%。此外，虽然受到疫情影响，马

来西亚延后了财政整顿计划，财政状况仍面临一定挑战，但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将使得财政状

况得到改善。2021 年以来马来西亚的贸易表现强势，2021 年经常账户盈余占到了 GDP 总量

的 3.8%，预计 2022 年将进一步升至 4%，并随着旅游业的恢复，未来三年马来西亚的经常账

户盈余将稳定在 3.5%以上。而马来西亚的对外负债大多以本币计价，在此背景下，充足的经

常账户收入为其外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标普上调马来西亚评级展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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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 BBB/BBB 稳定 2022/06/28 BBB/BBB 稳定 2021/11/22 不变 

乌拉圭 BBB-/BBB- 稳定 2022/06/29 BBB-/BBB- 稳定 2021/12/15 不变 

标普（S&P） 

马来西亚 A/A- 稳定 2022/06/27 A/A- 负面 2021/06/22 上调展望 

穆迪（Moody’s） 

科特迪瓦 Ba3/Ba3 正面 2022/06/27 Ba3/Ba3 稳定 2020/08/07 上调展望 

澳大利亚 Aaa/Aaa 稳定 2022/06/28 Aaa/Aaa 稳定 2020/06/23 不变 

摩洛哥 Ba1/Ba1 稳定 2022/07/01 Ba1/Ba1 负面 20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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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涨跌互现，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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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美国 6 月 ISM 制造业数据不及预期，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心加剧，拖累中

长期美债收益率下行。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上涨 1.80 个 BP 至

2.85%；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跌 12.40 个 BP 和 10.05 个 BP 至

3.11%和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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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个 BP 至-0.88%；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17.50 个 BP 和

14.53 个 BP 至-0.44%和-0.24%。本周 1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2.15 个 BP

至-2.97%；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4.98 个和 5.23 个 BP 至-3.11%

和-2.87%。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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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个和 0.67 个 BP 至-2.48%和-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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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个 BP 至-1.50%。本周 5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0.23 个 BP 至-

1.10；10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0.01 个 BP 至-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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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72 -0.8513 -2.5940 -281.730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9745 -2.9530 -2.1500 -254.5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4790 -2.4208 -5.8186 -138.444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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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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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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05 -0.6155 17.5000 -180.386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3.1058 -3.1555 4.9750 -176.17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8816 -1.8749 -0.6708 -10.9167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0965 -1.0942 -0.2267 -58.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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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21 -0.3873 14.5265 -151.794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8720 -2.9243 5.2250 -147.0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4987 -1.5236 2.4937 22.4638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560 -0.7562 0.0142 -21.72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再度站上 105 关口，其他主要非美货币纷纷收跌 

本周，尽管美联储积极收紧货币政策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但面对全球经济衰

退风险，美元的避险属性受到追捧，支撑美元指数上行。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5.1160，

周内累计收涨 0.95%。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欧元区 6 月通胀率升至 8.6%，创 25 年来的新高，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蒙阴。截至

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0428，周内累计收跌 1.17%。本周，在通胀高企和经济已出现衰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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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北爱尔兰协议》争论的持续以及苏格兰政治局势的变化，都对英镑造成拖累。截至

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2096，周内累计收跌 1.37%。本周，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逐步走强的

背景下，日元避险属性受到追捧，对日元形成一定支撑，贬值幅度显著小于其他主要货币。截

至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35.2400，周内累计收涨 0.06%。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中国公布 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录得 51.7，重回荣枯线以上

并创下 2021 年 6 月以来的新高，对人民币形成一定支撑。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

收于 6.6967，周内收跌 0.17%；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006，周内收跌 0.17%。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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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原油供给不足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上行 

本周，在国际原油供给不足的担忧下，国际油价有所上涨：一是虽然 OPEC+发布声明称

将于 8 月提升增产计划至每日增产 64.8 万桶，但考虑到目前 OPEC+中仅阿联酋和沙特具有闲

置产能且两国的闲置产能不足以达到其增产目标，引发了市场对于供给不足的担忧；二是利比

亚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导致市场担心其原油出口出现中断；三是伊核协议虽仍在谈判之中，但

伊朗成功试射运载火箭的行为也一定程度加大了伊核协议谈判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供给方

的产能不足和不确定性支撑国际油价上行。此外，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引发对原油需求下滑

的担忧，因此原油价格呈现波动走势。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108.46 美元/

桶，周内累计收涨 1.16%；ICE 布油价格收于 111.48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2.28%。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下探至 1810 美元/盎司附近，连续三周下跌 

本周，高通胀的持续强化了市场对主要央行接下来的“鹰派”加息预期，黄金价格受此影

响承压。在全球通胀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本周主要经济体央行行长都表达了将进一步提高利率

以遏制通胀走势的态度，导致黄金价格进一步下跌。此外，市场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

推动美元走强，一定程度上也使黄金价格承压。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812.9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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