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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11 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增加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美国 11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6.3 万，

预期值为 20 万，前值为 26.1 万；11 月私营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2.1 万人，

预期 19 万人，前值 23.3 万人；11 月失业率为 3.7%，与预期一致，前值

为 3.7%。 

联合点评：作为美联储 12 月议息会议前公布的最后一期就业报告，

美国 11 月非农数据具有重要意义。鲍威尔在周中的公开讲话中曾表示，

“要让就业市场恢复平衡，劳动力需求需要放缓”，但超预期增长的非农

就业人数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仍保持强劲增长，将进一步为美联储

12 月的加息行动提供支撑。 

美国国债总额逼近债务上限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 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达 31.36 万亿美元，进一步逼近 31.4 万亿美元

的法定债务上限。 

联合点评：根据美国政府目前的举债速度，美国在新财年开始之前触

及债务上限几乎已成定局，若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尽快就提高美国债务

规模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政府或因资金无法拨款重现 2018 年美国政府被

迫停摆的局面，而两党截然相反的财政态度将加剧美国国会通过债务上

限相关议题的不确定性，并影响政府决策效率。 

鲍威尔公开演讲暗示美联储或放松加息步伐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

并就美国通胀、货币政策和经济走势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谈及货币

政策鲍威尔表示，“当我们接近足以使通货膨胀率下降的约束水平时，放

缓加息步伐是说得通的，放缓加息步伐的时机可能最快在 12 月的议息会

议上到来”。 美联储在 9 月预期明年底货币政策利率目标为 4.6%，鲍威

尔对此表示，加息周期的最终利率将略高于这个水平，具体位置和持续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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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在美联储连续 4 次加息 75 个 BP 之后，美联储终于松口加息力度，为市场提

供了一定指引，加深了美联储在 12 月将以 50 个 BP 的幅度加息的市场预期。尽管其表示最终

利率将高于此前的预期，但更加温和的加息幅度将缩短市场消化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反应时间、

减轻利率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效果。 

欧盟、七国集团（G7）和澳大利亚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达成一致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欧盟各成员国达成协议，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设置每桶 60 美元

的价格上限，并附带调节机制，使该价格上限比市场价低 5%。随后欧盟通过书面程序批准了

该协议，欧盟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的“限价令”自当地时间 12 月 5 日起正式生效。同日，

七国集团（G7）与澳大利亚也宣布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设置每桶 60 美元的价格上限。 

联合点评：欧盟、G7 和澳大利亚此次通过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的“限价令”主要目的

是为了控制俄罗斯石油出口贸易的盈利能力、打击俄罗斯通过石油贸易获得的收入。但由于当

前俄罗斯已经在打折出售其原油，部分地区油价甚至低于当前设定的油价上限，油价上限的具

体实际效果对俄罗斯的收入影响仍有待观察。除此之外，俄罗斯已表明不会向支持设定俄罗斯

石油价格上限的国家供应石油，这可能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陷入石油供应危机，并以更高的价格

购入能源必需品。 

欧元区 11 月 HICP 低于预期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1 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HICP）同比上升 10%，低于预期的 10.4%以及前值的 10.6%；欧元区 10 月核心 HICP 同比

上涨 5%，符合预期，前值为 5%。环比来看，欧元区 11 月 HICP 初值环比下行 0.1%，低于预

期的增长 0.2%和前值的增长 1.5%。 

联合点评：在连续数月 HICP 超预期增长以后，欧元区通胀数据终于有所改善，表明欧元

区物价压力出现转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 11 月 28 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曾表示欧洲央行预

计将在 12 月继续保持加息，而好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欧洲央行的加息压力，

预计欧洲央行或在 12 月议息会议上选择加息 50 个 BP 以抗击通胀。 

日本众议院通过本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案 

当地时间 11 月 29 日，日本众议院 29 日通过了 2022 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案，该案之后

将提交至日本参议院进行审议。日本 2022 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案规模为 28.92 万亿日元，相

关款项将用于应对物价高涨及新冠疫情等。对于补充预算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国会表

示，当前物价高涨主要围绕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将以这些领域为重点制定综合经济政策。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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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预算案中，约 7.8 万亿日元将用于减轻企业和民众在电力、汽油及天然气等能源支出上的负

担，约 4.7 万亿日元将作为预备费用于应对新冠疫情及物价上涨等。 

联合点评：受日美货币政策分化、俄乌冲突爆发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日元汇率不断

贬值，能源及食品等必需品的进口价格一路上涨，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提高。日本政府此次追加

财政预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和企业在能源及相关产品方面的支出压力，但考虑

到约 80%的财政收入将以发行国债的方式予以保证，日本政府预计将追加发行约 22.85 万亿日

元的国债，这将使本就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承压。 

韩国今年前 11 个月累计贸易逆差创纪录新高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韩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出口贸易额自今年 10 月份时隔 24

个月首次出现负增长后，11 月跌幅进一步扩大：韩国 11 月出口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4%至

519 亿美元，进口额为 589 亿美元，当月贸易逆差为 70 亿美元。至此，韩国贸易收支已经连

续 8 个月出现逆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1 日公布的《进出口动向》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韩

国累计贸易收支逆差已突破 425 亿美元，超过 1996 年（206 亿美元）创下的历史纪录。 

联合点评：韩国贸易数据一直是观测全球贸易动向的重要“风向标”。但今年以来，通胀

压力高烧不退、俄乌冲突暴发以及欧美持续大幅加息导致外部需求表现低迷，并影响韩国出口

贸易出现下滑。考虑到美欧等主要央行加息进程仍未出现明显拐点、欧盟、G7 等集团实施价

俄油价格上限为原油价格市场增加新不确定性，预计 12 月韩国贸易数据可能进一步走弱。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下调斯里兰卡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至 CC 

12 月 1 日，惠誉公告将斯里兰卡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由 CCC 下调至 CC，长期外币主

权信用等级维持 RD。惠誉表示，下调斯里兰卡本币信用等级表明惠誉认为斯里兰卡可能出现

本币债务违约，这主要是由于斯里兰卡本币利息支出/收入比值过高。由于利息支付成本较高，

且国内融资条件紧张，在国内融资需求高涨的情况下，当局预测 2022 年本币债务与 GDP 的

比重可能在 8%附近。 

标普下调法国评级展望至“负面” 

12 月 3 日，标普公告维持法国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

至“负面”。标普认为，法国经济放缓以及政府为减轻家庭和企业能源通胀压力采取的缓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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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将导致公共财政状况承压，负面的评级展望反映了标普对法国公共财政风险上升并因此导

致的财政政策空间收窄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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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 BBB+/BBB+ 稳定 2022/11/30 BBB+/BBB+ 稳定 2022/06/21 不变 

突尼斯 CCC+/CCC+ - 2022/12/01 CCC/CCC - 2022/07/14 上调等级 

斯里兰卡 CC/RD - 2022/12/01 CCC/RD - 2022/07/14 下调等级 

澳大利亚 AAA/AAA 稳定 2022/12/02 AAA/AAA 稳定 2022/04/14 不变 

西班牙 A-/A- 稳定 2022/12/02 A-/A- 稳定 2022/06/10 不变 

立陶宛 A/A 稳定 2022/12/02 A/A 稳定 2022/06/10 不变 

喀麦隆 B/B 稳定 2022/12/02 B/B 稳定 2022/06/10 不变 

哈萨克斯坦 BBB/BBB 稳定 2022/12/02 BBB/BBB 稳定 2022/06/20 不变 

标普（S&P） 

立陶宛 A+/A+ 负面 2022/12/03 A+/A+ 稳定 2022/06/04 下调展望 

法国 AA/AA 负面 2022/12/03 AA/AA 稳定 2021/10/02 下调展望 

穆迪（Moody’s） 

加纳 Ca/Ca 稳定 2022/11/29 Caa2/Caa2 评级观察 2022/09/30 下调等级 

加蓬 Caa1/Caa1 稳定 2022/12/02 Caa1/Caa1 稳定 2020/12/04 不变 

法国 Aa2/Aa2 稳定 2022/12/02 Aa2/Aa2 稳定 2020/02/21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收跌，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收窄 

本周前半周，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美联储需要继续加

息以控制通胀的表态使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周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公开讲话，暗示

美联储或最早在 12 月放松加息步伐，其比市场预期更加鸽派的表态带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

线回落。截至周五，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跌 3.65 个、11.35 个和

11.30 个 BP 至 4.73%、3.80%和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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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债收益率全线回落的背景下，各期限中美国债利差均表现收窄，其中 1 年期、

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4.42 个、18.54 个和 16.52 个 BP 至

-2.60%、-1.11%和-0.76%。本周各期限日美国债利差也表现收窄，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日

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5.07 个、14.28 个和 13.51 个 BP 至-4.81%、-3.68%和-

3.35%。本周 1 年期欧元区国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走扩 0.03 个 BP 至-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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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4.84 个和 2.09 个 BP

至-1.90%和-1.68%。本周 5 年期英和 10 年期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5.05 个和

9.60 个 BP 至-0.71%和-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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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2 -2.6464 4.4180 -454.22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4.8110 -4.8617 5.0667 -438.2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7054 -2.7051 -0.0303 -161.092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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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3 -1.2998 18.5430 -247.768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3.6802 -3.8230 14.2800 -233.6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1.8962 -1.9446 4.8428 -12.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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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0.7107 -0.7612 5.0483 -20.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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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15 -0.9267 16.5245 -203.736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3.3546 -3.4897 13.5067 -195.2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801 -1.7010 2.0909 4.3232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4028 -0.4988 9.5992 13.59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先升后跌，非美货币纷纷走强 

本周前半周，部分美联储官员提出支持进一步加息的言论为美元指数上行提供动力，周中

鲍威尔公开讲话释放出美联储或最快在 12 月降低加息幅度的信号导致美元指数应声下跌，截

至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4.5098，周内累计收跌 1.6196%。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美元指数表现回落的背景下主要非美货币均表现走强。受 11 月欧元区通胀数据

优于预期提振，本周欧元兑美元汇率表现上涨，并在周五收于 1.0541，周内累计收涨 1.63%。

英镑兑美元于周五收于 1.2293，周内累计上涨 1.87%。尽管日美货币政策仍表现分化，但本周

美元弱势使日元获得短暂走强空间，本周美元兑日元汇率跌破 135，周五收于 134.2920，周内

累计大跌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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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走软、中国调整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拉动人民币汇率表现升值，美元兑离、在岸

人民币汇率实现“五连跌”。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0256，周内累计下跌

2.86%；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0380，周内累计下跌 2.66%。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石油价格受供应收紧影响表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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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美国 EIA 表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骤降 1,300 万桶、OPEC+11 月完成超额减产，以

及欧盟、G7 和澳大利亚通过对俄油的“限价令”加深市场对原油的供应危机预期。截至周五，

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80.34 美元/桶，周内累计大涨 5.81%；ICE 布油价格收于 85.42 美元/

桶，周内累计上涨 1.69%。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重回 1,800 美元/盎司关口上方 

本周，受益于美元指数下滑、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市场对于美联储在 12 月将降低加息幅

度的预期，黄金价格周中劲升并重回 1,800 美元/盎司关口上方，为今年 8 月中旬以来首次。截

至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811.4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大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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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