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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当地时间 7 月 23 日，世卫组织宣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猴痘

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卫组织评估认

为，猴痘疫情在全球以及除欧洲外的其他地区是中等风险，在欧洲地区的

风险是高风险，猴痘疫情还存在进一步国际传播的明显风险。 

联合点评：自 2009 年以来，WHO 共发出过 6 次“PHEIC”警报，

除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外，其他 5 次疫情因传播范围有限或持续时

间较短，均未对疫情暴发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虽然本次暴发

的猴痘疫情已经在全球 75 个国家传播，但由于猴痘的基本传染数（R0）

约为 0.6~1，其传播能力低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远低于新冠疫情确诊人

数，同时目前尚未有国家实施隔离或限制入境等防疫措施，因此预计猴痘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或将有限。 

美国 7 月综合和服务业 PMI 均跌破荣枯线 

当地时间 7 月 22 日，标普全球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7 月综合 PMI 下

降至 47.5，2020 年 5 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水平，前值为 52.3。制造业

PMI 下降至 52.3，前值为 52.7。服务业 PMI 下降至 47.0，前值为 52.7。 

联合点评：通胀高企导致生活成本上涨，叠加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

策导致消费端承压，是服务业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制造业方面，7 月新

流入订单和积压订单数量均出现下降，表明企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风险，

或将导致企业减产并影响劳动力市场。同时，制造业企业还面临原材料价

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压力。作为经济的先导指标，PMI 跌破荣枯线

提升了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期。 

欧洲央行 11 年来首次加息，加息幅度 50 基点超市场预期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欧洲央行发布公告表示，自本月 27 日起，将

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提高 50 个基点至

0.5%、0.75%和 0%，是欧洲央行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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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受俄乌冲突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上涨并不断刷新历史记录，通胀持续高

企是迫使欧洲央行退出负利率政策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支撑美元上涨，欧元

兑美元承压下行并一度跌破平价，大幅加息也具有支撑本币和防范资本外流的作用。俄罗斯向

欧盟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 1 号已经恢复供气，同时欧盟放松了对俄罗斯粮食和能源的

出口限制，但未来能源供给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走高，预计欧洲央行或

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通胀高企导致欧元区消费端走弱，大幅加息将增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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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CPI 同比涨幅再创近 40 年新高 

当地时间 7 月 20 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 6 月 CPI 同比上涨 9.4%，创

1982 年以来新高；英国 6 月 PPI 同比上涨 24.0%，创 1985 年以来新高。 

联合点评：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仍是推动英国通胀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因素。由于通

胀高企带动居民生活成本上涨，英国消费疲软并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显著提升。为应对通

胀，英国央行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 5 次加息，累计上调基准利率 115 个基点，但由于供给端短

缺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收紧货币并未产生显著效果。本次英国通胀水平再创新高，加大了市

场对英国央行在 8 月的议息会议中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的预期。由于此前英国政府表示将于今

年 10 月将能源价格上限再度上调约 50%，预计年底前英国通胀水平或将再度上涨，涨幅存在

突破 10%的可能性。 

日本上半年贸易逆差创新高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为 7.9 万亿

日元，创 1979 有纪录以来历史新高。其中进口额同比上涨 37.9%至 53.8 亿日元，出口额同比

增长 15.2%至 45.9 亿日元。同日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日本 6 月贸易逆差为 1.4 亿日元，连续

11 个月处于逆差。 

联合点评：日本能源和食品等产品高度依赖进口，俄乌冲突推动全球大宗价格持续上涨，

同时日本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维持宽松的货币政导致日元大幅贬值，在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日本贸易进口额同比显著增长。虽然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贸易出口，但由于全球芯片持续

短缺，作为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汽车生产受限，叠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外部需求疲软，日

本出口额有所增长但显著低于进口额涨幅。日本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并于今年一季度陷入萎缩，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疲软或将加剧日本经济持续下行的风险。 

维克拉马辛哈当选斯里兰卡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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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20 日，斯里兰卡议会举行投票选举，临时总统维克拉马辛哈获得 134 票，

当选新任总统。21 日，维克拉马辛哈宣誓就职。 

联合点评：斯里兰卡新任总统政治经验较为丰富，曾 6 次担任斯里兰卡国家总理，同时负

责斯里兰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谈判工作，其当选或将有利于谈判进程的推进。

新任总统的产生使斯里兰卡暂时避免了陷入更为严重政治危机，但维克拉马辛哈仍面临多重

挑战。一方面，斯里兰卡的生活物资短缺以及外债偿付等问题均亟待解决，未来经济发展仍面

临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本届总统仅通过议会选举产生，部分维克拉马辛哈反对者或将持续举

行抗议活动，并将持续削弱斯里兰卡的政治稳定性。 

德劳帕迪·穆尔穆当选印度总统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印度总统选举结果公布，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德劳帕

迪·穆尔穆击败反对党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亚什万特·辛哈，当选印度新一任总统。 

联合点评：印度采取议会制的政治体制，总统为国家元首，但实权由总理掌握，但穆尔穆

的当选仍将有利于印度的政治稳定性。作为现任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穆尔穆和莫迪的政治理

念较为一致，未来印度或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穆尔穆是印度首位出身部落的女总统，

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将有利于帮助莫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 

欧盟调整对俄制裁措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签署出口协议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对俄罗斯制裁一揽子新措施的提案，欧盟决定扩大

豁免范围，允许与俄罗斯某些国有实体进行农产品交易和俄罗斯向第三国运输石油。22 日，

“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正式签署，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与土耳其和

联合国签署协议，恢复其粮食通过黑海向全球市场的出口。 

联合点评：俄罗斯和乌克兰全球重要的能源和粮食出口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

施制裁措施，供给短缺导致全球以能源为代表的多种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通胀水平持续走

高。同时乌克兰位于黑海地区的港口航运受阻，全球多国因供给短缺担忧相继发布粮食等农作

物的出口禁令，导致埃及、斯里兰卡等部分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本

次欧盟调整制裁措施以及俄乌“平行协议”的签订，有助于缓解全球通胀上涨压力，同时也有

利于俄乌两国出口贸易的复苏。虽然本次协议的签署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但未来俄乌冲突的发展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6 

惠誉下调白俄罗斯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RD 

7 月 18 日，惠誉下调白俄罗斯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RD，同时维持长期本币主权信用

等级为 CCC 不变。惠誉认为，白俄罗斯于 6 月 29 日宣布将以本币卢布支付 2027 年到期的一

笔欧洲债券的美元利息，但支付货币的变动不符合债券条款规定，同时表示白俄罗斯未能在 7

月 13 日宽限期满前偿付美元利息。因此惠誉下调白俄罗斯外币信用等级至 RD。 

惠誉下调巴基斯坦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 

7 月 18 日，惠誉维持巴基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为 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

下调至“负面”。惠誉认为，2022 年初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部流动性和融资情况持续恶化。巴

基斯坦外部资金较为有限、经常账户赤字较高，同时央行使用外汇储备缓解本币贬值，导致其

外汇储备被耗尽。截至 2022 年 6 月，巴基斯坦央行的流动净外汇储备下降至约 100 亿美元，

仅能满足约一个月的支付需求。虽然巴基斯坦已经和 IMF 达成了工作人员级别协议，但由于

巴基斯坦将于 2023 年 10 月举行定期选举，该协议面临政策波动风险。惠誉预测，受全球石油

价格上涨和强劲的私人消费推动非石油进口增加影响，2022 年巴基斯坦经常账户赤字将达到

4.6%。巴基斯坦政府推出减税以及补贴燃料和电力的财政政策，预计 2022 年巴基斯坦财政赤

字将走扩至 6.1%，政府债务比率达到 73%。 

惠誉下调乌克兰本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C-、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 

7 月 22 日，惠誉下调乌克兰本主权信用等级至 CCC-，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惠誉认为，

乌克兰政府于 7 月 20 日正式发起同意书，表示将延迟 24 个月偿付外债，惠誉将其视为不良

债务交换流程的启动。乌克兰面临严峻的军费支出压力，为保持政府资金流动性，乌克兰存在

错过付款日期或启动代替债务交换流程的风险。惠誉预计，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将对乌克兰的

经济和财政造成严重压力，2022 年乌克兰实际 GDP 将萎缩 33%，财政赤字率将达到 29.1%。

受贸易信贷和海外现金提前影响，乌克兰外汇储备持续流出，截至 6 月底下降至 228 亿美元。

收益于国际援助的和资本管制的影响，预计 2022 年乌克兰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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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 CCC/RD - 2022/07/18 CCC/CCC - 2022/07/07 下调等级 

巴基斯坦 B-/B- 负面 2022/07/18 B-/B- 负面 2022/02/18 下调展望 

莱索托 B/B 稳定 2022/07/22 B/B 负面 2021/08/02 上调展望 

爱尔兰 AA-/AA- 稳定 2022/07/22 AA-/AA- 稳定 2022/01/28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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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BBB/BBB 稳定 2022/07/22 BBB/BBB 稳定 2022/01/28 不变 

乌克兰 CCC-/C - 2022/07/22 CCC/CCC - 2021/07/15 下调等级 

波兰 A-/A- 稳定 2022/07/22 A-/A- 稳定 2022/02/18 不变 

标普（S&P）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BBB-/BBB- 稳定 2022/07/21 BBB-/BBB- 负面 2021/07/27 上调展望 

洪都拉斯 BB-/BB- 负面 2022/07/21 BB-/BB- 稳定 2020/05/06 下调展望 

穆迪（Moody’s） 

沙迦 Ba1/Ba1 稳定 2022/07/19 Baa3/Baa3 负面 2021/02/11 下调等级 

巴拉圭 Ba1/Ba1 正面 2022/07/22 Ba1/Ba1 稳定 2020/06/26 上调展望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B3/B3 稳定 2022/07/22 B3/B3 稳定 20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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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降的走势。周初，由于美联储官员在上周五表态将在

7月议息会议中加息75个基点，市场对美联储将大幅加息导致经济承压的担忧情绪有所回落，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呈现上涨趋势。但随后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 6 月成屋销售量下降至近

两年新低，服务业 PMI 和综合 PMI 双双跌破荣枯线水平，多项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导致市场对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再度预期有所提升，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承压下行。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

和 5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上涨 1.60 个和 1.20 个 BP 至 3.12%和 3.05%，10 年

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下跌 1.20 个 BP 至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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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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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 6.96 个、5.17 个和 1.41 个 BP 至-1.25%、-0.48%和-0.16%。本周 1

年期和 5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3.91 个和 2.34 个 BP 至-3.26%和-3.03%，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1.47 个 BP 至-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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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1.79 个、7.55 个和 3.40 个 BP

至-2.89%、-2.12%和-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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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个和 3.38 个 BP 至-1.18%和-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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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1 -1.1836 -6.9560 -319.31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3.2643 -3.2252 -3.9050 -283.52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8916 -2.9095 1.7914 -179.7032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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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78 -0.4261 -5.1760 -184.120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3.0260 -3.0026 -2.3400 -168.2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1248 -2.2003 7.5547 -35.2348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1786 -1.2035 2.4920 -67.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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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98 -0.1457 -1.4060 -143.566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6968 -2.7114 1.4650 -129.47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634 -1.6975 3.4045 5.9871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378 -0.7716 3.3800 -19.90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显著回落，除离岸人民币外其他主要非美货币整体收涨 

本周，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显著回落。一是美联储官员的表态导致市场对美联储将大

幅加息的预期有所回落；二是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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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升；三是本周欧洲央行超预期加息，美元指数构成中权重最高的欧元显著上涨。截至本周

五，美元指数收于 106.5518，周内累计收跌 1.32%。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欧洲央行近 11 年来首次加息，加息幅度为 50 个基点，超出市场预期水平，同时俄

罗斯北溪 1 号管道恢复供气，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回落，双重因素叠加拉动欧元上涨。本周欧元

兑美元收于 1.0215，周内累计收涨 1.39%。本周，英国 6 月 CPI 涨幅再创近 40 年来新高，提

升了市场对英国央行将在 8 月的议息会议中大幅加息的预期，同时本周约翰逊政府通过了不

信任案投票，表明约翰逊将继续留任看守首相至今年 9 月初，英国的政治不稳定性风险有所减

弱，双重因素叠加支撑英磅上涨，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2007，周内累计收涨 1.21%。本周，

日本央行宣布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日美货币政策维持分化走势，但在美元指数显著下

跌的背景下，日元有所上涨，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36.1100，周内累计收跌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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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收支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顺差 5452

亿元，外汇收支呈现延续顺差格局，体现出中国外汇市场强劲的韧性，同时在疫情趋向稳定的

背景下，市场预计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对外贸易逐步回暖，支撑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截

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585，周内收涨 0.15%；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657，周内收跌 0.26%。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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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增强需求减弱，原油价格显著下跌 

本周，受供需双方面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行。供给端方面，本周俄罗斯对欧洲供应

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 1 号恢复供气，同时欧盟放松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此外利比亚宣布

全面恢复石油出口，市场对能源供给短缺的担忧情绪有所减弱。需求端方面，本周美国多项经

济数据表现不佳，欧元区综合 PMI 指数跌破荣枯线水平，市场对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并导致

石油需求减弱的预期有所提升，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其中 NYMEX 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 95

美元/桶关口，ICE 布油价格则下探至 100 美元/桶下方。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

收于 95.09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2.24%；ICE 布油价格收于 98.75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2.05%。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重回 1,720 美元/盎司上方 

本周，市场对美联储将大幅加息 100 个基点的预期有所回落，同时本周欧洲央行超预期加

息，美元指数下跌叠加欧元上涨对黄金价格形成支撑。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25.3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1.11%，重回 1,720 美元/盎司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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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