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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IMF 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当地时间 7 月 2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度下调了全球 2022

年和 2023 年经济增长预测。2022 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 3.6%下调至

3.2%；2023 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 3.6%下调至 2.9%。 

联合点评：俄乌冲突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造成明显扰动，随

着冲突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大幅上扬。一方面，

地缘政治事件对全球贸易合作造成了明显破坏，“地缘政治安全”取代“经

济合作”成为各国新的贸易政策核心，导致国际贸易逐步趋于区域化和集

团化，贸易摩擦加剧。另一方面，围绕能源领域展开的制裁一举推高了能

源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的通胀压力，而随着全球各国央行纷纷加息以

遏制通胀走势，导致融资环境快速收紧，对经济增长表现造成显著的拖累。 

美联储再度加息 75 个基点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美联储公布了 7 月议息会议的利率决议，将基

准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至 2.25%~2.50%，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二次加息 75 个

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从今年 3 月首次启动加息以来，美联储已累计加息

225 个基点；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未来的加息决策将取决于经济

数据。 

联合点评：本次美联储如期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来控制通胀走势，不

过未来加息节奏或出现放缓。具体来看，本月公布的美国 6月通胀率（9.4%）

显示通胀水平仍在高位运行，大幅 75 个基点可以看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

仍旧是使通胀回落至目标区间。但与此同时，美国 7 月综合 PMI 已跌破

荣枯线以及二季度 GDP 再度录得负值，都预示经济已经出现放缓。此外，

在当前俄乌冲突加剧外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联储未来基于经济数据

做决议的行为也预示着美联储前瞻指引的有效性将有所下降，市场波动

或将有所加剧。 

美国二季度 GDP 再度录得负值 

当地时间 7 月 28 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二

季度 GDP 环比下滑 0.9%，不及市场预期的 0.5%的增长，这也是继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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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GDP 环比下滑 1.6%之后的第二次下滑。具体来看，二季度私人消费支出环比折年率增长

1%，低于前值（1.8%）；固定资产投资为-3.9%，低于前值 5%；出口增长 18%，高于前值（-

4.8%），进口增长 3.1%，低于前值（18.9%）。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看，美国二季度经济与一季度相比经济衰退程度更深，因为消费和投

资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经济活力明显减弱；进出口方面，进口表现明显放缓，显示美国需求

减弱，而出口数据虽有所走好，但是考虑到全球经济显著承压，强劲的出口表现或难以持续。

美国 GDP 呈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也侧面反映出抬升的利率水

平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在此背景下，预计美联储未来或将放缓加息节奏。 

欧元区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7% 

当地时间 7 月 29 日，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欧元区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7%，高

于市场预期 0.2%。具体来看，西班牙和意大利环比增幅分别达 1.1%和 1.0%；法国环比增幅为

0.5%，而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二季度 GDP 则出现零增长。 

联合点评：整体来看，欧元区二季度经济取得了超预期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

一是防疫措施的取消利好于旅游业的复苏，二是欧盟复苏基金的落地实施也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经济的增长。从主要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经济表现较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获得了较高比例

的复苏基金额度，两国的旅游业也都迎来了较为明显的复苏；法国则是受其出口表现走好的拉

动，经济取得了正增长；德国由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较高，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和能源价格的

飙升影响了德国国内的工业生产，削弱了其出口优势，贸易失衡拖累其经济增长。 

欧元区 7 月 CPI 升至 8.9%，再创历史新高 

当地时间 7 月 29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7 月 CPI 同比上涨 8.9%，高于市

场预期 8.7%和前值 8.6%，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7 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39.7%，低于前

值 42.0%、食品及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9.8%，高于前值 8.9%。此外，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和服

务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5%和 3.7%。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看，能源价格的增速较上月小幅放缓，但仍旧是推高 7 月通胀率进一

步走高的主要因素，而食品及烟酒价格进一步的大幅上涨显示出通胀压力向着更广的范围扩

散，欧元区的通胀走势仍未出现见顶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欧洲央行 9 月或将大幅加

息的预期有所升温。但考虑到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欧元区的衰

退风险逐步加剧，欧洲央行或对采取大幅加息的举措更加谨慎。 

俄罗斯上半年 GDP 同比下滑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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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27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公布数据显示，俄罗斯二季度GDP同比下滑4.0%，

2022 年上半年 GDP 同比下滑 0.5%，均好于市场预期。 

联合点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行为，俄罗斯经济

受到较大冲击，但受到能源和农业方面表现较好的支撑，俄罗斯经济在短期内的下滑幅度有限。

具体来看，虽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出口进行了限制，但在能源供需失衡的推动下，能源

价格的走高带动俄罗斯能源收入增加；俄罗斯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随着全球粮食需求

的走高，俄罗斯农业收入也出现明显增长。不过，考虑到欧美制裁举措不会在短时间内取消，

且欧美投资资金的撤离也将打击俄罗斯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俄罗斯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将

继续承压。 

匈牙利和阿根廷央行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匈牙利央行宣布加息 100 个基点，使其基准利率升至 10.75%，符合

市场预期，是匈牙利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首次将基准利率升至 10%以上，也是匈牙利在 7 月

的第二次加息。当地时间 7 月 29 日，阿根廷央行宣布将关键政策利率提高 800 个基点升至

60%，为其三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阿根廷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七次加息。 

联合点评：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央行大规模放水导致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上升，而俄乌

冲突的爆发更是进一步推高了全球通胀水平。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纷纷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

的进程以遏制通胀走势。具体来看，匈牙利 7 月 CPI 为 11.7%，远高于匈牙利央行设定的 3%

目标；阿根廷 6 月通胀率为 64%，创下自 1983 年以来的新高。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幅度的

增加，各国央行也纷纷加大了加息幅度，以起到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和稳定汇率的作用。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下调乌克兰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 

7 月 29 日，标普下调乌克兰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评级展望维持“负面”。乌克兰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向其国际债权人发起意见征求，将其债务偿还的义务向后推迟 24 个月。乌

克兰的部分官方债权人如：G7 国家等已经接受了这一提议，而私人债券投资者也将在 8 月 9

日之前对该提议进行投票表决。标普认为这意味着乌克兰政府将停止支付当前流通的部分外

债，未能完全履行其按时足额偿还债务的义务。标普表示，乌克兰未来的财政和资金情况仍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巨额的国防支出和政府税收收入锐减，政府每月面临 50 亿美元的财

政缺口，而国际社会援助的 300 亿美元资金当前仅有 45%得以兑现。此外，鉴于乌克兰经济复

苏前景仍不明朗，其债务负担又受到其汇率波动的影响，乌克兰债务总额相较于其 GDP 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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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标普下调乌克兰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级别至 CC，评级展望维持

“负面”。 

标普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稳定” 

7 月 26 日，标普维持意大利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B/BBB”不变，评级展望

由“正面”下调至“稳定”。标普认为，意大利现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宣布辞职的行为触发

了意大利的提前选举，或将导致意大利在关键改革上存在一定的延后。虽然德拉吉的离任短期

内不会直接引发财政风险，但政权的更迭或将推迟其国家复兴和复原力计划（PNRR）的实施，

对意大利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通过提前选举上台的部分意大利政党或对 PNRR 中

的部分改革条款的实施造成拖延，影响相关款项的到位和投资计划的预期推动，对意大利经济

增长带来扰动。因此，标普下调意大利评级展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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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AAA/AAA 稳定 2022/07/28 AAA/AAA 稳定 2022/08/05 不变 

格鲁吉亚 BB/BB 稳定 2022/07/29 BB/BB 稳定 2022/02/04 不变 

挪威 AAA/AAA 稳定 2022/07/29 AAA/AAA 稳定 2022/02/04 不变 

标普（S&P） 

意大利 BBB/BBB 稳定 2022/07/26 BBB/BBB 正面 2022/04/23 下调展望 

巴基斯坦 B-/B- 负面 2022/07/28 B-/B- 稳定 2021/08/30 下调展望 

乌克兰 B-/CC 负面 2022/07/29 B-/CCC+ 负面 2022/05/28 下调等级 

穆迪（Moody’s） 

毛里求斯 Baa3/Baa3 稳定 2022/07/29 Baa2/Baa2 负面 2021/03/04 下调等级 

芬兰 Aa1/Aa1 稳定 2022/07/29 Aa1/Aa1 稳定 2020/07/24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下跌，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美联储如期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以及美国二季度 GDP 数据录得负值，信贷环境的

加速收紧叠加经济数据的疲软，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加剧，长端美债收益率下行幅度加大，收益

率曲线倒挂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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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较上周

下滑 11.40 个、25.20 个和 18.80 个百分点至 3.01%、2.80%和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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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全线收窄 12.75 个、21.57

个和 18.18 个 BP 至-1.13%、-0.26%和-0.02%。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

益率利差较上周全线收窄 11.28 个、20.30 个和 13.75 个 BP 至-3.15%、-2.82%和-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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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4.95 个 BP 至-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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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走扩 5.08 个和 8.35 个 BP 至-

2.17%和-1.75%。本周 5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3.16 个 BP 至-1.13%；10 年期

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1.93 个 BP 至-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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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7 -1.2531 12.7460 -306.572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3.1515 -3.2643 11.2750 -272.2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8304 -2.8799 4.9510 -173.5869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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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21 -0.4778 21.5720 -162.548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8230 -3.0260 20.3000 -147.9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1709 -2.1201 -5.0766 -39.8490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1252 -1.1568 3.1613 -61.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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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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0 -0.1598 18.1800 -125.386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5593 -2.6968 13.7500 -115.72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482 -1.6647 -8.3518 -2.4890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538 -0.7345 -1.9320 -21.50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波动下跌，其他主要非美货币纷纷收涨 

本周，美元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和美联储加息节奏或出现边际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呈现波动走势。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本月再度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市

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加剧支撑美元大幅上涨；周三，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的消息落地，

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表示未来美联储加息节奏将以当下经济数据作为基准，在此前已

对加息 75 个基点的信息充分定价的背景下，鲍威尔的言论引发市场预期未来加息或出现边际

放缓，美元受此影响下跌。周四，美国二季度 GDP 数据的不及预期也对美元造成下行压力。

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5.8361，周内累计收跌 0.67%。 

 
数据来源：WIND 

本周，一方面，欧元区 7 月 CPI 进一步升至 8.9%，创下历史新高，欧元区通胀压力加剧；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中断担忧加剧了欧元区的衰退风险。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欧

洲央行 9 月加息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打压欧元走势。但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欧元小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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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0226，周内累计收涨 0.09%。本周，在下周即将迎来英国央行

议息会议的背景下，英国国内通胀率高企，市场预期英国央行将加息 50 个基点，支撑英镑走

强。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消息落地，美元出现回调，一定程度上给英镑提供了支撑。截至周

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2176，周内累计收涨 1.53%。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未来加息节

奏将取决于经济数据走势，在美国经济也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背景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激

进加息的预期走弱，日美货币政策分化程度减弱，日元受此影响大幅上涨。截至周五，美元兑

日元收于 133.2150，周内累计收跌 2.11%。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人民币有所走强。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530，周内收跌 0.13%；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390，周内收跌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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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供给担忧支撑国际油价小幅上涨 

本周，在市场对全球原油供给担忧有所走强的背景下，石油价格受到提振。本周再度重启

的北溪 1 号的输气量降至运力的 20%，引发俄罗斯或将彻底对欧洲断供的担忧，市场预期原

油需求或将有所增加，支撑原油价格走高。此外，根据美国能源署公布的原油库存数据显示，

随着原油出口的激增，美国原油库存出现大幅下降，提振油价走高。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98.30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3.36%；ICE 布油价格收于 104.00 美元/桶，周内

累计收涨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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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价格再度走强，升至 1,780 美元/盎司上方 

本周，黄金价格在美元走软的背景下延续了上周的上涨趋势。周三美联储宣布再度加息 75

个基点后美元出现回调，黄金价格顺势上扬。周四美国二季度 GDP 继续录得负值，显示出美

国经济活动已出现明显放缓，市场预期后续美联储的加息节奏或出现边际放缓，黄金价格受此

影响大幅上涨。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82.7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3.27%。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