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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G20 集团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一致意见 

当地时间 7 月 10 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会

议闭幕后发布公报称，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了历史

性协议”。此前在经合组织（OECD）协调下，已有 132 个国家/地区（新

加入瑞士和秘鲁）就该国际税收框架改革形成的双支柱方案表示支持，

目前对此仍有疑虑的国家包括爱尔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斯里兰卡、

尼日利亚等 9 国。 

联合点评：G20 集团集结了世界各区域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合

计 GDP 相当于全球 GDP 的比例逾 90%，其公告决议影响力举足轻重，

此次税制改革无论从范围之广还是影响之深而言均可堪称史上之最。该

计划初步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设定在至少 15%，预计每年将为全球带来

1,500 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长久以来，大型跨国企业为规避巨额税负

在以开曼群岛为首的众多“零税负”地区注册公司屡见不鲜，此次税制

改革从理论上看或将终结此类离岸金融市场的存在。按目前的推进速度

来看，本年内在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企业税税率改革基本已成

定局，个别国家的反对意见难成大势，当税收优惠不再是个别地区的突

出优势，基础建设、人力资本及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因素将成为吸引外

来资本的重要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 6,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 

当地时间 7 月 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发

表声明称 IMF 执董会已于 8 日批准规模为 6,500 亿美元的新一轮特别提

款权（SDR）普遍分配方案。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此次批准的 6,500 亿美元

分配方案将是 IMF 史上最大规模的特别提款权分配计划，目的是满足全

球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在最危急时刻对储备的长期需求。目前该方案已

交由 IMF 理事会审议，如获批将于 8 月底之前完成分配。 

联合点评：自新冠疫苗问世以来全球抗疫就迈入了新进程，截至 7

月 8 日，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接种疫苗逾 33 亿剂次，部分高接种率的国家

已经出现明显疫情拐点，各国经济复苏脚步也在不断加快，绝大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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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已进入“后疫情时代”。然而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各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部

分财政实力较为脆弱的国家主权信用岌岌可危，亟需外界支持，IMF 此次大规模 SDR 分配方

案可谓及时雨。然而一时之急解决之后，如何增强财政实力、资产储备，长久地维护主权信

用都将是各政府需要深思的问题。 

拜登签署新行政令呼吁促竞争、反垄断 

当地时间 7 月 9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呼吁联邦政府机构采取政策，反击

可能扼杀竞争、导致价格上涨、限制消费者选择及减少企业并购的行为。此项行政令涉及逾

12 个联邦机构，包括 72 条行动方案，瞄准农业、医疗、船运、交通物流、互联网服务、劳动

力市场、科技、银行等行业。 

联合点评：拜登政府自登台以来对大型企业频频出拳，无论是正在努力推进的税改计划

还是此次新签署的行政令，似乎都在努力避免“大而不倒”企业的出现。2008 年雷曼兄弟破

产的阴影犹在，美国政府无力再次承受类似事件发生，尤其是在深受疫情打击的当下。然而

时下企业资本积累速度早已超出预期，疫情更是为大型科技企业的繁荣添了一把火，2020 年

全球 TMT 行业并购火热不减，总交易额逾 9,700 亿美元，无论是交易宗数还是交易金额均远

超其他行业。但垄断企业的出现意味着更加艰难的竞争环境及行业监管，出于防患于未然的

目的，拜登此举剑指各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头部企业，试图削弱其主导地位、创造更加公平

的竞争环境。 

欧洲议会批准 300 亿欧元基建计划 

当地时间 7 月 7 日，欧洲议会 7 日批准更新版“连接欧洲设施”计划，将在 2021-2027 年

间划拨 300 亿欧元用于交通、能源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到 2030 年如期完成一系列

跨欧洲重要基建项目。更新版“连接欧洲设施”计划中将有约 230 亿欧元用于交通项目、50

亿欧元用于能源项目和 20 亿欧元用于数字化项目。 

联合点评：欧洲各国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及贸易往来等因素联系十分密切，然而各

国之间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先进程度以及能源利用和高新技术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此次疫

情更是放大了各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差距，欧洲议会此次批准的基建计划将有助于

更好地维系欧洲各国关系、增强区域基础设施实力的目的。 

疫情复燃，东京都四度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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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8 日，日本政府宣布东京都将进入新一轮紧急状态，期限为 7 月 12 日至 8

月 22 日，此为自去年疫情暴发以来东京都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此外，冲绳县的紧急状态以

及埼玉、神奈川、千叶和大阪正在实施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也将延长至 8 月 22 日。 

联合点评：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十天，各国参赛代表团均已陆续抵达，然而日本疫

情现状根本无法满足现场观赛，目前来看几乎所有赛事都将空场举行，这对本寄希望于借助

奥运会一举实现经济大幅反弹的日本来说无疑是残酷打击。此届奥运会受疫情影响已拖延一

年之久，庞大的前期投入让日本实难放弃赛事举办，疫苗问世及推进接种本为奥运会如期举

办、观众现场观赛带来了希望，但肆虐的变异病毒打破了日本的防疫节奏，在保证奥运会顺

利举行的同时日本仍需持续关注各地疫情反弹风险。 

澳联储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并宣布第三轮 QE 计划 

当地时间 7 月 6 日，澳联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水平在 0.1%不变，同时表示将调整当前每

周购债计划并进行第三轮 QE：在 9 月初完成当前债券购买计划后“将以每周 40 亿澳元的速

度在二级市场购买澳大利亚政府证券（AGS）和州及地区中央借贷机构发行的证券（（semis），

并至少持续到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联合点评：澳大利亚维持现行利率水平已有 8 个月之久，然而目前来看经济表现较疫情

前仍存在较大差距。2020 年澳大利亚凭借铁矿石产品的出口贸易繁荣抵消了部分因其他行业

造成的损失，但自其与中国关系交恶之后铁矿石出口遭到沉重打击，叠加疫情导致全球旅游

业中断，澳大利亚涉外营收产业几乎被全线斩断，相关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也随之削减，目

前澳大利亚就业岗位仍存在大量流失，并不是加息的最佳时机，然而近期关于美联储可能提

前加息的预期愈发火热，若澳联储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跟随政策，则很可能会面临短期资本外

逃。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维持俄罗斯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BBB” 

7 月 9 日，惠誉维持俄罗斯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BBB/BBB”不变，评级展望为

“稳定”。惠誉表示，俄罗斯主权信用级别反映了其稳健的宏观政策框架、强大的外部融资

能力（例如国际净债权人的身份及在同级别国家中高度的外部流动性），以及相对其他同级

别国家较低水平的政府债务。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弱于同级别国家的

治理能力、较低的 GDP 增长率以及对大宗商品的高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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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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斯 B-/B- 负面 2021/7/8 B/B 负面 2020/11/23 下调级别 

立陶宛 A/A 稳定 2021/7/9 A/A 稳定 2021/1/29 不变 

俄罗斯 BBB/BBB 稳定 2021/7/9 BBB/BBB 稳定 2021/2/5 不变 

穆迪（Moody’s） 

伊拉克 Caa1/Caa1 稳定 2021/7/6 Caa1/Caa1 稳定 2019/7/30 不变 

尼日尔 B3/B3 稳定 2021/7/9 B3/B3 稳定 2019/8/6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继续走跌，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收窄 

本周，市场除了继续对 Delta 变异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产生担忧外，投资者对美国夏季

劳动力市场短缺以及供应链瓶颈也产生一定担忧，导致各期限美债收益率齐跌，尤其是长债

端跌幅更加剧烈。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则分别较上周下跌 0.50 个、

9.95 个和 12.75 个 BP 至 0.08%、0.78%和 1.34%。 

 

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5.99 个 BP 至 2.30%，5 年期和 10 年期

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则分别较上周走扩 5.31 个和 7.68 个 BP 至 2.13%和 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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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8.57和 10.00个BP至-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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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和-1.31%。周内 1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 1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走扩 0.43 个 BP 至

-0.77%，而 5 年期和 10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则分别较上周收窄 3.83 个

和 2.85 个 BP 至-1.40%和-1.64%。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收窄 1.57

个和 1.64 个 BP 至-0.51%和-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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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0 2.3549 -5.9925 -11.832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1828 -0.1928 1.0050 5.158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743 -0.7700 -0.4262 9.9158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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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3 2.0762 5.3140 -46.705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8955 -0.9812 8.5700 -41.5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4048 -1.4432 3.8338 -31.5528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5061 -0.5217 1.5653 -9.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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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1 1.6143 7.6775 -51.9325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3093 -1.4092 9.9950 -40.52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413 -1.6698 2.8526 -14.8236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376 -0.6540 1.6420 3.36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小幅回落，多数主要非美货币走强 

本周，由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得到明显消化，美元升值势头得到一定缓解。此外，

近期以金属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震荡，预计 CPI 数据将延续震荡态势，短期内大幅

上涨压力不大，相应美联储实质性加息举措不会提前，因此美元升值压力趋缓且震荡趋势有

望延续。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2.1012，周内累计小幅收跌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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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在美元指数小幅走跌的背景下，多数主要非美货币走强。随着美元指数从周中高位 92.844

回落并收跌，欧元兑美元收于 1.1878，周内累计收涨 0.12%；英国首相宣布将在 19 号正式解

除封锁，重新开放计划助力英镑走强，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3908，周内累计收涨 0.48%；在

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回避氛围加重的背景下，美元兑日元汇率于本周四跌破 110 日元一线，后

避险情绪有所缓和，周五收盘于 111.12，周内累计收跌 0.76%。 

 
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兑离、在岸人民币双双上涨。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788，

周内累计上涨 0.13%；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847，周内累计上涨 0.23%。 



 

 

9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OPEC+磋商破裂，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回落 

本周，在 OPEC+磋商破裂后，国际油价呈“V 形”走势。此外，国际投资者担忧 Delta

变异病毒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对油价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国际油价在前半周呈现

下跌趋势。周四、周五国际油价转而上涨，则是由于亚洲原油需求强劲，且美国原油库存下

降幅度超预期。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74.63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2.25%；

ICE 布油价格收于 75.58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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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本周，金价延续上周增长态势，且增幅扩大。支撑金价继续上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就业数据喜忧参半，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提早加息的担忧；二是长期美债收益率深

跌以及美元走弱，提振了黄金的持有吸引力；三是市场越发担忧 Delta 变异病毒全球蔓延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避险情绪小幅升温。截至周五，COMEX 黄金期货收于 1,808.60 美元/盎司，

周内累计收涨 0.94%，金价已实现连续三周上涨。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