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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联储公布 6 月会议纪要，强调加息遏制通胀 

当地时间 7 月 6 日，美联储公布 6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

储官员支持 7 月议息会议中再次大幅加息，加息幅度可能为 50 或 75 个

基点。如果通胀未能下降，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同时，

美联储官员也认为抑制通胀可能导致经济放缓，但同时表示通胀水平回

落是维持充分就业的关键。 

联合点评：本次会议纪要表明遏制通胀上涨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

首要目标，6 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接近 9%，再创近 40 年来新高，因此即

将公布的 6 月 CPI 数据将成为影响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通胀

高企导致消费端承压下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由于供给

短缺是造成通胀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但美国在短期内难以改善能源供

应问题，预计连续大幅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或将有限，同时可能加大美

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虽然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但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未来失业率存在上行的可能性。 

美国 6 月新增就业超预期上涨，失业率保持在 3.6% 

当地时间 7 月 8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6 月非农部门

新增就业 37.2 万人，高于 26.8 万人的市场预期水平。失业率连续第四个

月保持在 3.6%，劳动参与率为 62.2%，环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 

联合点评：从行业分布看，带动美国新增就业超预期增长的行业主要

集中在服务业，美国专业与商业服务、医疗保健、休闲和酒店等行业新增

就业人数在 6 月均出现显著上涨，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同样有所上涨，但

涨幅远低于服务业。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之一，劳动力市场保持

强劲为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市场对美联储将在 7 月的

议息会议中再次大幅提升利率水平的预期有所提升。此外，美国劳动力参

与率仍低于疫情前水平且出现小幅下降，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仍面临供

给紧张的问题，或将推动工资水平进一步上涨，并导致美国面临工资通胀

螺旋式上涨的局面。 

欧洲央行公布 6 月会议纪要，暗示更加激进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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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7 日，欧洲央行公布 6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欧洲央行认为在 7 月将

关键利率提高 25 个基点是合理的，同时预计将在 9 月再次加息，加息幅度将取决于通胀水平。

纪要强调，渐进式加息不应被理解为“小幅缓慢上调利率”，也不应为视为排除超过 25 个基

点的加息幅度。 

联合点评：受俄乌冲突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上涨，6 月 CPI 同比涨幅高达 8.6%，

再创历史新高。欧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为应对天然气供应短缺，欧盟多国已经开始

提升天然气储量以应对冬季供暖，但俄罗斯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 1 号将于 11 日

起进行维修，预计 7 月欧盟的能源价格并继续走高并推动物价水平进一步上涨。为应对通胀，

欧洲央行被迫开启政策转向，但欧元区经济增长已经出现放缓信号，通胀高企导致消费端走弱，

欧盟 6 月 PMI 全线回落，如果未来采取大幅加息的货币政策，或将增加经济承压下行的风险。

同时，借贷成本的上涨也将导致部分高负债国家面临的债务偿付压力上升。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 

当地时间 7 月 7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将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至

新领导人产生。 

联合点评： 聚会门事件导致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利是导致约翰逊辞职的重要导火索。此外，

受俄乌冲突影响，英国通胀持续高企，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涨，也成为要求约翰逊辞职的重要

原因。约翰逊辞职后，虽然缓和了英国政坛的紧张局势，但从长期来看，英国各党派政见分歧

或较难弥合。此外，新任首相还将面临政府财政赤字高企、经济衰退风险急剧上升以及英欧关

系持续紧张等诸多挑战，英国未来政治经济走向均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 

当地时间 7 月 8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经数小时

抢救后宣布不治身亡。 

联合点评：2006 年，安倍晋三首次当选日本首相，随后多次辞职并再次当选首相。在任

期间，曾推出“安倍经济学”，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和振兴民

间投资的结构性改革政策作为“三支箭计划”，刺激经济增长。安倍经济学使日本摆脱了通货

紧缩，但也造成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显著上涨。

目前，日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是日本本币大幅贬值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安倍晋三死亡后，日本

央行是否继续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作为日本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首

相，安倍于 2020 年宣布辞任后，于 2021 年宣布担任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会长，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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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治格局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安倍身亡或将导致自民党内部面临权力调整。安倍在任期间通

过修改宪法解释决议，本周日，日本举行第 26 届国会参议院选举，日本自民党等修宪势力获

得较多席位，安倍死亡或将导致日本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宣布辞职 

当地时间 7 月 6 日，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宣布，斯里兰卡国家破产，当前

国内的经济危机，将持续到 2023 年年底。7 日，斯里兰卡央行宣布加息 100 个基点，将常备

存款便利利率提升至 14.5%以应对通胀。9 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告知议长

阿贝瓦德纳，将于本月 13 日辞职。同日，斯里兰卡总理办公室宣布，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

辛哈已告知各党派领导人，他愿意辞去总理职务。 

联合点评：斯里兰卡大量物资常年依赖进口，外汇储备水平较低。2021 年以来，疫情波

动重创斯里兰卡的航运服务和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导致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俄乌冲突推动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上涨，外汇匮乏导致斯里兰卡面临食品、电力等多种生活物资短缺和严重的

输入性通胀，6 月 CPI 同比涨幅接近 60%。由于供给端短缺难以得到改善，预计央行加息对通

胀的抑制作用或将有限，同时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今年 4 月，斯里兰卡已经宣布暂停偿

还外债，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结束了第一轮援助协议谈判，但

双方尚未达成协议，同时 IMF 援助的前提是需要斯里兰卡提出债务重组计划，因此仍具有不

确定性。持续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国内的不满情绪并引发抗议活动，今年以来斯里兰卡两次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本月斯里兰卡再度爆发抗议活动，总统和总理宣布辞职将进一步削弱斯里兰卡

的政治稳定性。 

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央行均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 7 月 4 日，以色列央行今年以来第三次上调基准利率水平，宣布将基准利率上

调 0.5 个百分点至 1.25%，是近 11 年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5 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

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1.35%，同时上调外汇结算余额利率 50 个基点至 1.25%，今年以来第三次

加息。 

联合点评：受通胀持续高企的影响，多国央行加快了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在俄乌冲突导

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断裂的背景下，以色列 5 月 CPI 同比增长 4.1%，创近 11 年

来新高，同时也高于以色列央行 3%的通胀目标上限；澳大利亚一季度 CPI 同比涨幅则达到

5.1%。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均保持强劲，以色列 5 月失业率下降至 3.0%，澳大利

亚 6 月失业率则保持在 3.9％。此外，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或将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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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因此两国均具有收紧货币政策的空间。同时，美联储将在 7 月底再次迎来议息会议，预

计将继续大幅提升基准利率水平，跟随美联储加息也具有稳定本币并防范资本外流的功能。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上调美国主权信用展望至“稳定” 

7 月 8 日，惠誉维持美国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 AAA 不变，评级展望由“负面上调

至“稳定”。惠誉认为，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美

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美国主权信用提供了支撑。受益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水

平的上涨以及服务业的反弹，预计 2022 年美国经济将实现 2.9%的增长。同时受俄乌冲突影

响，预计 2022 年平均 CPI 同比涨幅将达到 7.8%。惠誉预测，在强劲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推

动下，2022 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将增长 19%，随着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财政支出减少，预计

2022 年美国财政赤字率将下降至 5%，政府债务比率将下降至 113%。2021 年底，美国国会将

债务上限提高到 31.4 亿美元，由于 2022 年的税收收入好于预期，惠誉预计由于未能提高债务

限额导致违约对美国是极小的尾部风险。 

惠誉下调土耳其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 

7 月 8 日，惠誉下调土耳其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惠

誉认为，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土耳其央行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 14%不变，导致土耳其面临外

汇需求上涨、里拉持续贬值、国际储备下降和通胀水平螺旋式上涨的局面，同时也阻碍了资本

流入，预计 2022 年土耳其平均 CPI 涨幅将达到 71.4%，同时表示下半年的变化轨迹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惠誉预测，2022 年，收入的强劲增长将带动土耳其政府财政赤字率收窄至 3.3%，

政府债务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至 36%。虽然土耳其的旅游业呈现复苏态势，但能源价格的上涨

和外部需求疲软将导致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达到 5.1%。尽管实施了外汇存款转换和资本流动

管理措施，但预计在 2022 年底，土耳其外汇储备将下降至 940 亿美元，仅能覆盖 2.7 个月的

资金支出需求。此外，土耳其金融高度美元化，银行资产质量容易受到外汇波动的影响。 

穆迪下调墨西哥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aa2 

7 月 6 日，穆迪下调墨西哥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Baa2，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

为“稳定”。穆迪认为，墨西哥经济活动仍将受到投资前景疲软和结构性僵化加剧的制约，疫

情对墨西哥经济造成的影响并不会修复。虽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所反弹，但仍低于疫情前水

平。穆迪预计 2022—2024 年期间，墨西哥将保持每年平均 2%的经济增速，低于同级别国家的

平均水平。墨西哥政府实施审慎的财政管理措施，预计 2022 年政府财政持续率将保持在 4%



 

 

7 

以下，但由于当前的利率水平较高，墨西哥政府未来面临债务偿付负担可能加重。同时，由于

向国有企业支出、养老金支出和专项项目支出的增加，墨西哥政府的财政前景或将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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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 BB-/BB- 稳定 2022/07/07 BB-/BB- 稳定 2021/12/15 不变 

美国 AAA/AAA 稳定 2022/07/08 AAA/AAA 负面 2021/07/13 上调展望 

土耳其 B/B 负面 2022/07/08 B+/B+ 负面 2022/02/11 下调等级 

安道尔 A-/A- 稳定 2022/07/08 
BBB+/ 

BBB+ 
正面 2022/01/14 上调等级 

希腊 BB/BB 正面 2022/07/08 BB/BB 正面 2022/01/14 不变 

标普（S&P） 

墨西哥 BBB+/BBB 稳定 2022/07/06 BBB+/BBB 负面 2021/12/07 上调展望 

穆迪（Moody’s） 

墨西哥 Baa2/Baa2 稳定 2022/07/08 Baa1/Baa1 负面 2021/04/29 下调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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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周初，由于上周五公布的 PMI 数据提升

了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期，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延续上周下行走势。周三，美联储公布

6 月会议纪要，鹰派表态将在 7 月继续大幅加息，同时表示如果通胀持续上涨，将采取更多限

制性措施，推动美债收益率开始回升。周五，美国失业率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市场

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同时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进一步强化，各期限美债

收益率整体走高，其中 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 3.0%上方。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美

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上涨 0.70 个 BP 至 2.86%，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

上周分别下跌 11.60 个 BP 和 10.95 个 BP 至 2.99%和 2.9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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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收窄 0.77 个、13.74 个和 11.53 个 BP 至-0.87%、-0.30%和-0.13%。本周

1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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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收窄 9.41 个和 11.48 个 BP 至-2.96%和-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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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全线走扩 15.74 个、18.33 个和

10.87 个 BP 至-2.65%、-2.07%和-1.60%。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

全线收窄 7.74 个和 8.78 个 BP 至-1.02%和-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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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95 -0.8772 0.7715 -280.958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9660 -2.9586 -0.7400 -253.7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6523 -2.4948 -15.7422 -155.7746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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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2 -0.4405 13.7350 -166.651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9613 -3.0554 9.4150 -161.72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0730 -1.8897 -18.3284 -30.0613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0205 -1.0979 7.7420 -5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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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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68 -0.2421 11.5285 -140.2655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7130 -2.8278 11.4800 -131.1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027 -1.4940 -10.8678 12.0592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572 -0.7450 8.7800 -11.84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显著上涨，除离岸人民币外其他主要非美货币整体收跌 

本周，美国 PMI 数据表现不佳导致市场避险情绪上涨叠加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增强，

支撑美元指数显著上涨。周五，美国失业率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市场对美联储

将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强化，同时避险情绪有所缓解，当日美元指数冲高回落，盘中高点一

度逼近 108，再创近 20 年新高。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6.8951，周内累计收涨 1.63%。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欧元区 5 月零售销售数据不及预计，同时近期俄罗斯能源供给不确定性上涨，欧洲

地区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大幅走高，市场对欧洲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期显著提升导致欧元承压下

行，欧元兑美元在周五一度跌破 1.01 关口，逼近平价并创 2003 年以来新低。本周欧元兑美元

收于 1.0186，周内累计收跌 2.27%。本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多位英国政府官员宣布辞职，政

治不确定性增大打压英镑走势，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2035，周内累计收跌 0.59%。本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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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央行发布公告称，6 月购债规模再创新高，日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仍是影响日本汇率的重要

原因，日元延续下行走势，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36.0850，周内累计收涨 0.31%。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全国多地稳增长措施相继落地，市场对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的预期进一步提升，在

美元指数强势上涨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6837，周内收跌 0.24%；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051，周内收涨 0.06%。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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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下跌后反弹，波动性有所加大 

本周，石油价格呈现先降后升的 V 型走势。由于美国 PMI 数据和欧洲零售销售数据不及

预期，市场对美欧经济将陷入衰退并导致石油需求减弱的预期有所提升，国际油价在周二和周

三出现显著下跌，并一度跌破 100 美元/桶关口。由于俄罗斯宣布将暂停里海管道联盟（CPC）

的输油管线业务 30 天，市场对原油供给下降的担忧情绪推动油价在周四反弹上涨。周五，美

国失业率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市场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延续上行走势。

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104.80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5.37%；ICE 布油价

格收于 107.15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5.63%。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一度失守 1,740 美元/盎司关口，连续四周下跌 

本周，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鹰派显示将在 7 月的议息会议中再度大幅加息，加息预期导

致黄金价格大幅走低，同时美元指数显著上涨也对黄金价格形成一定打压，本周一度跌破 1,740

美元/盎司关口，创近 9 个月以来新低。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40.90 美元/盎

司，周内累计收跌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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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