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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联储公布 11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美联储公布 11 月货币政策纪要，其中再度提

及了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并表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未来或将放

缓加息步伐来评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进展情况。此外，大多数官员也

认为利率的最终目标水平比加息幅度更加重要。 

联合点评：本次会议纪再度提到了货币政策滞后性并且强调了最终

利率水平显示出美联储或将转向更慢但持续时间更长的加息进程。具体

来看，美联储已连续 4 次激进加息 75 个基点，利率快速抬升和高通胀都

对经济造成较大下行压力，但通胀预期仍存在上行风险，因此美联储或将

需要限制性更强且力度更大的方式来收紧外部融资环境。此外，快速加息

也对金融体系造成了大幅动荡，因此放缓加息将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美国 11 月制造业 PMI 创两年半来的新低 

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IHS Markit 发布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综合 PMI

初值录得 46.3，低于前值（48.2）和预期（48.0），连续第五个月收缩。

其中，11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录得 47.6，低于预期（50.0）和前值（50.4），

创 2020 年 5 月以来的新低；11 月服务业 PMI 初值录得 46.1，低于预期

（47.9）和前值（47.8），创 2022 年 8 月以来的新低。 

联合点评：从数据上来看，美国 11 月各板块 PMI 数据均跌破预期和

前值且商业活动已经连续五个月收缩。经济活动的放缓显示出在高通胀

环境和经济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下，美国民众大幅削减消费需求，导致

新订单减少和产出下滑等现象；另一方面， 经济活动的放缓也预示着美

国通胀压力在逐步缓解，预计美联储或将放缓加息节奏。 

欧元区 11 月制造业 PMI 连续第五月在荣枯线以下 

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IHS Markit 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11 月综合

PMI 录得 47.8，高于预期（47.0）和前值（47.3）。其中，欧元区 11 月制

造业 PMI 录得 47.3，高于预期（46.0）和前值（46.4），连续 5 个月低于

荣枯线以下；欧元区 11 月服务业 PMI 录得 48.6，与前值持平，高于预期

（48.0），连续四个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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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11 月欧元区经济疲软情况虽有所缓解，但长期来看，受消费低迷的影响，欧

元区经济活动仍将继续下行。其中，制造业仍旧受到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新订

单和订单积压量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拖累整体经济下行。同样，服务业受高能源价格的影响，

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拖累服务业表现低迷。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持续陷入衰退的双重压力下，

欧元区经济或难逃衰退。 

苏格兰独立公投申请被英国最高法院驳回 

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英国最高法院驳回苏格兰独立公投申请，并表示若没有英国议会

的批准，苏格兰政府不能在明年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随后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

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发布新闻发布会表示尽管对法院裁决结果非常失望，但依旧会尊重这一

结果。 

联合点评：目前来看，苏格兰分裂危机暂时得以解除。根据《苏格兰法令》规定，苏格兰

议会不得对属于英国下议院专有管辖权的事项做出决定，这其中就包括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

联合，因此任何与分裂有关的举措都必须通过英国议会的同意。不过从长远来看，若“脱欧”、

糟糕的财政决策以及疫情等问题使得英国经济持续恶化，叠加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权力下放

问题等得不到解决，苏格兰或再度爆发独立运动。 

土耳其央行宣布结束降息周期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央行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宣布下调基准利率 150 个

基点至 9%，符合市场预期，是土耳其央行自今年 8 月以来的连续第四次降息。同时，土耳其

央行也表示将结束自 8 月开始的降息周期。 

联合点评：土耳其 10 月通胀率已升至 85.51%，是全球通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土耳其

对经济趋缓的担忧明显高于其对通胀恶化的担忧，因此土耳其通过频频降息来刺激其国内的

经济活力。在全球央行纷纷加息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频频降息导致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近

29%，是除阿根廷比索之外表现最差的新兴市场货币。考虑到明年 6 月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大选，

土耳其选择结束其降息周期来避免里拉的进一步下跌。 

以色列、新西兰、韩国和瑞典央行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以色列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升至 3.25%，是以色

列央行今年以来的第六次加息，也是该国自 2011 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至 4.25%，是其本轮最大幅度加息，也是新西

兰自 2021 年 10 月宣布加息以来的第九次加息。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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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3.25%，符合市场预期，是其自 2021 年 9 月以来的第九次加息。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瑞典央行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2.5%，为 14 年以来

的最高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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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全球通胀走势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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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内通胀率持续走高至 5.1%，是其自 2008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国内消费支出明显减弱，三季度经济或将出现放缓，

因此以色列央行持续加息来遏制通胀走势。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新西兰国内通胀水平已达

7.2%，高于其的 3%-6%的目标，因此新西兰央行大幅加息来控制通胀走势。韩国 10 月通胀率

同比上涨 5.7%，时隔三个月再度扩大，因此韩国央行加息以应对通胀走势；另一方面，韩国

和美国当前基准利差为 0.75%，美联储 12 月加息之后，双方利差将再度走扩，因此韩国也紧

跟美联储加息以减轻资本流出和汇率波动的压力。瑞典目前面临经济疲软和通胀持续高位运

行的双重压力，瑞典 10 月通胀水平已攀升至 10.9%且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扰动，

因此瑞典央行进一步提高基准利率以减缓高通胀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上调巴林信用评级展望至“正面” 

11 月 25 日，标普维持巴林长期本、外币信用级别为 B+/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上

调至“正面”。标普认为，巴林非石油收入的增加，财政赤字情况的改善以及政府债务压力的

缓解都有助于巴林经济的可持续性。具体来看，非石油收入方面，受益于靠近沙特阿拉伯的庞

大市场，巴林的多元化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财政方面，2022 年 1 月以来巴林提高了其国内的

增值税税率增加了其税收收入；同时巴林政府推行的财政改革也削减了政府支出，财政情况显

著改善。债务方面，受全球高油价和高铝价的推动，预计巴林 2022 年 GDP 增速将达到 6.9%，

叠加财政状况出现明显改善，巴林 2022 年政府债务相较于 GDP 的比值将降至 123%。综上所

述，标普维持巴林长期本、外币信用级别为 B+/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上调至“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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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25 BB-/BB- 稳定 2022/07/07 不变 

巴拉圭 BB+/BB+ 稳定 2022/11/22 BB+/BB+ 稳定 2021/11/30 不变 

标普（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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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B+/B+ 正面 2022/11/25 B+/B+ 稳定 2022/04/13 上调展望 

阿曼 BB/BB 稳定 2022/11/25 BB/BB 稳定 20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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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走扩 

本周，美联储公布了 11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鸽派”表述在强化了市场认为美联储将

放缓加息预期的同时也强调了最终目标利率水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市场对美国经济未来可

能放缓甚至衰退的预期也再度走高。在此背景下，短端利率受美联储将继续抬升利率水平至目

标区间的信息所推动继续上行，中长端美债收益率则受到加息步伐放缓和经济衰退风险上扬

两方面因素影响下行。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上涨 10.85 个百

分点至 4.76%；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滑 2.85 个和 4.30 个百分点

至 3.91%和 3.75%。 

 

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和 5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 14.14 个和 1.24 个 BP 至-

2.65%和-1.30%；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3.90 个 BP 至-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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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11.08 个、0.25 个和 0.52 个 BP

至-4.87%、-3.86%和-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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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个、3.32 个和 8.02 个 BP 至-2.73%、-1.97%和-1.72%。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英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5.26 个和 10.92 个 BP 至-0.79%和-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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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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4 -2.5050 -14.1440 -458.646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4.8650 -4.7542 -11.0800 -443.6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7307 -2.5291 -20.1557 -163.61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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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8 -1.2873 -1.2410 -266.311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3.8615 -3.8590 -0.2500 -251.7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9677 -1.9345 -3.3174 -19.5283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7937 -0.7410 -5.2647 -28.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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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67 -0.9657 3.8995 -220.2605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3.5320 -3.5268 -0.5200 -213.0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190 -1.6389 -8.0174 0.4258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5266 -0.4174 -10.9167 1.22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小幅下跌，除人民币外其他主要非美货币纷纷收涨 

本周，各国疫情再度抬头加剧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美元避险属性受到追捧，

周一美元走强，随后弱经济数据和“鸽派”会议纪要都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将出现放

缓的预期，美元指数受此影响下行。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6.0724，周内累计收跌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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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欧元有所走强。截至本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0397，周内

累计收涨 0.71%。本周，受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被英国最高法院驳回的消息提振，英镑大幅

走强。截至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2090，周内累计收涨 1.59%。本周，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

日元有所走强。截至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39.1630，周内累计收跌 0.84%。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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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尽管美元有所走弱，但中国各地疫情再度上扬，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范围有所扩大，

叠加市场对经济复苏预期有所走低，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加剧。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汇率收于 7.1935，周内收涨 0.99%；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1650，周内收涨 0.23%。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原油价格连续第三周下跌 

本周，沙特阿拉伯驳斥了关于 OPEC+将增产的谣言，提振原油价格周前微涨。但周三，

七国集团对俄罗斯海运石油的价格上限或将高于当前交易水平的消息流出，价格范围高于预

期，打击了原油价格。此外，虽然美国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但汽油库存意外大幅增长，在需

求减弱的背景下，高库存也给原油价格带来压力。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6.55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4.62%；ICE 布油价格收于 83.84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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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美联储加息力度减弱预期带动黄金价格微涨 

本周，在美联储加息节奏或将出现放缓的市场预期下，黄金价格微涨。截至本周五，

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55.0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0.17%。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