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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中国 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 3.7％ 

国家统计局 5 月 2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4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129.4 亿元，同比下降 3.4％(按可比

口径计算)，降幅与 1—3 月份大体相当。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5153.9 亿元，同比下降 3.7％，比 3 月 13.9％的同比增

速大幅回落。 

联合点评：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从 3月份大幅上

升的走势转而下降，且同比下降了 3.7%，主要原因在于整体需求下

行，包括内需相对疲软，外需也因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经济不及预期

而下降。另外，去年 4月份基数相对较高也是 4月企业利润增速下降

的因素之一。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预计 5月份企业利润料

仍将难有改善. 

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19 年第 3 号公告，中国已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根

据公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原产于美国约 600 亿美元进口商品

清单中的部分商品，分别实施加征 25%、20%、10%的关税。对之前

加征 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实施加征 5%的关税。 

联合点评：中美贸易谈判于 5月初中断，5月 9日，美国政府宣

布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清单商品加

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美方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

违背双方通过磋商解决贸易分歧的共识，损害双方利益。为捍卫多边

贸易体制和自身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调整加征关税措施。在美国经济出现明显下行前兆、特朗普宣布将竞

选连任总统的背景下，对美加征关税有望促使中美重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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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美国市场出现股汇双杀 

5月 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1%，较此前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

示，第一季度企业税前利润环比下降 2.8%，是 2015 年以来最大环比降幅；同比增幅为 3.1%，

是 2017 年以来最低水平。31 日，美国市场出现了股汇双杀。 

联合点评：与首次预估数据相比，美国商务部将第一季度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 2.3%，并将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70%的个人消费支出增幅上调 0.1 个百分点至

1.3%。虽然第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幅有所上调，但受贸易局势和减税政策刺激效果逐步减弱

等因素拖累，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被大幅下修，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减弱，这为美国第

二季度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市场对经济衰退的忧虑在因此也在 31 日达到阶段性高点，美

元指数当天美元指数下跌了 0.57%，美股三大股指跌幅都超过了 1%。 

美联储将从 10 月起再投资美国国债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30 日宣布，将从今年 10 月起通过二级市场将联邦机构债券和机

构类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到期本金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联储将从 10

月起开始购买包括名义利率债券、通胀保值债券等在内的 11 种美国国债，每月再投资上限为

200 亿美元，任何超出限额的部分将再投资于机构类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首批购买计划将

在 10 月 11 日发布。 

联合点评：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 1 月达到 4.5 万

亿美元。为了使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美联储于 2017年 10月起开启渐进式缩表计划。但在多个

经济先行指标出现下行趋势后，美联储今年 3 月宣布，从 5 月起将每月减持美国国债上限从

300亿美元下调至 150亿美元，以减缓缩表步伐，并预计在 9月底结束缩表计划。加上之前美

联储事实上已经暂停了加息进程，意味着美国本轮货币正常化的努力已经告一段落。 

美国宣布对墨西哥所有商品加征关税 

5 月 30 日，特朗普宣布，从 6 月 10 日起，美国将对所有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加征 5%的关

税，直到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涌入美国的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墨西哥不按特朗普的要求办，将

在 7 月加征 10%的关税，8 月加征 15%，9 月加征 20%的关税，直至 10 月达到 25%。去年 11

月末，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首脑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即美墨加协定，以此取代了 1994

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3 

 

联合点评：限制非法移民是特朗普总统主要的竞选主张之一，为了兑现承诺，特朗普在就

职后也做了多方面努力，包括在众议院拒绝联邦预算的情况下，通过宣布紧急状态而动用国防

开支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4月份，特朗普曾表示美国移民体系已经饱和，无法再接纳激增的

非法移民。他也曾警告墨西哥，若不设法阻止移民涌向美国，他将关闭边界或对墨西哥产品加

征关税。然而，特朗普动则以关税大棒应对国际争端的做法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最终

也将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可观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宣布将停止对印度普惠制待遇 

5 月 3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在 6 月 5 日结束对印度的优惠贸易待遇，理由

是这两国不再有获得这一待遇的资格。 

联合点评：印度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2000年到 2018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商品和服务）总额从 200 亿美元增至 1421 亿美元，印度对美国存在着 243 亿美元的顺差。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给予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是在

最惠国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减税以至免税的一种特惠关税。在此制度性安排下，印度每年可向美

国出口 56亿美元的免税优惠商品，但仅占印度对美出口的 6.7%，因此，美国取消印度普惠制

待遇料不会对印度造成重大影响。 

日本新天皇接待首位国宾，呼吁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5 月 27 日上午，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后首次在皇宫举行了欢迎仪式，接待他就任后来访的

首位国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德仁首次谈话提到，今日美日两国友谊建立在过去许多的牺牲之上，

希望今后两国人民能一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联合点评：2016 年底，在特朗普刚刚宣布当选美国总统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一时

间到访美国，向特朗普表示了祝贺。特朗普此次也作为日本新天皇登基后的首位来访国宾，既

是对当年日本政府对他支持的回报，也是想就此机会弥补因美日贸易摩擦而受伤的双边关系，

并协调日美在 6 月将于日本召开的 G20 会议上的立场，但天皇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呼吁却被

普遍视为反映了日本对于美国在全球不断挑起贸易战的委婉批评，在贸易战对全球，也包括美

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形势下，或能对特朗普有所促动。 

德国 5 月份失业率环比微涨 

5 月 29 日，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德国 5 月份失业人数环比

增加，失业率有所回升。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5 月德国失业人数 227.9 万，环比增加 6

万人；当月失业率为 5.0%，比上月的历史低位上升 0.1 个百分点。德国联邦劳工局局长德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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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舍勒表示，经济疲软的影响逐渐在劳动力市场显现，尽管企业招工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但

需求明显减弱。 

联合点评：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经济体，德国的外部需求自去年以来持续大幅减少，美国贸

易保护主义势头的上升的趋势、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都对德国经济

增长形成压力。5 月份，德国的失业率从上月的 4.9%上升至 5%，且是自 2013 年 11 月以来首

次月度攀升；失业人数更是较上月大涨 6 万人，创下了 10 年以来最高纪录。随着特朗普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的升级，德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业率存在进一步小幅上升的可能。 

意大利同欧盟再演预算冲突，欧洲市场随之动荡 

5 月 27 日，多家欧洲媒体报到，因意大利因未能控制债务，可能面临欧盟高达 35 亿欧元

的罚款。28 日，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他将竭尽全力来对抗过时且不公

平的欧盟财政规定。萨尔维尼此前就曾多次抨击欧盟的预算规则。他表示，关于欧盟限制各个

成员国赤字及债务的预算规定应该加以废除，藉以活络经济。 

联合点评：欧盟预算规则规定，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占 GDP 比重不得高于 3%、债务占 GDP

比重不得高于 60%。如果国家债务超过这一上限，需要用“令人满意的”速度来减少债务占

比。但目前意大利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132%，而本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不减反增，市场预料

欧盟委员会可能将在 31 日前向意大利政府发出警告信，因此引起大幅动荡，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跌幅迅速扩大至 0.5%，其银行板块跌 1.5%，创 2 月 4 日以来最低水平；德国 10 年期国

债收益率则触及两年半新低-0.155%。5月 28日，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则表示，

不支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正在与意大利交换观点，市场因此有所回暖。但意大利与欧盟在预

算问题上的争议依然对意大利乃至欧盟的经济增长形成潜在威胁。 

韩国出口连续六个月下跌 

韩国关税厅 6 月 1 日发布数据显示，韩国 5 月出口同比下降 9.4%，是连续第六个月出现

下跌。其中，芯片出口同比下降 30.5%，降幅较上月扩大 2.2 倍。进口则同比下降 1.9%，低于

预期的同比增长 0.5%。韩国贸易部长成允模表示，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对韩国出口造成

负面影响。 

联合点评：韩国是对外贸易高度依赖的经济体，受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冲击相对严重，在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势转弱，特朗普与多个贸易伙伴挑起摩擦的背景下，韩国经济增长面临严

峻考验。为此，韩国政府在去年四季度开始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出口收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出口持续疲软、经济增幅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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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难以长期持续，在目前全球贸易秩序肯能较长时间陷入混乱的前景下，

近期韩国增速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巴西今年第一季度 GDP 环比下跌 

巴西地理统计局 3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巴西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

跌 0.2%，为 2016 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下跌。另外，巴西经济部近日也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原先的 2.2%下调至 1.6%。 

联合点评：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源出口国之一，2014 年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的大幅下

滑使得巴西农业和矿业遭受重大打击，巴西经济于 2015和 2016连续两年陷入衰退。随着 2017

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巴西经济最近两年重新恢复了增长，但此前经济形势大好情

况下社会福利大幅提高导致的高额财政支出却因刚性较强而难以下降，导致财政结构性失衡，

并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一季度 GDP环比下跌反映了巴西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经济

增长势头趋缓背景下，经济增长的韧性较差。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将印度尼西亚主权信用级别从“BBB-”上调至“BBB”，评级展望为“稳定” 

5月 31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印度尼西亚主权信用级别从“BBB-”上调至“BBB”，

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认为，主权信用级别的上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强劲和相

关支持政策的活力，且这些有望表现在佐克总统连任后得以继续。标普同时表示，印尼的主

权信用级别也得到了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以及审慎的财政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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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 AA-/AA- 稳定 2019/5/27 AA-/AA- 稳定 2018/10/16 不变 

菲律宾 BBB/BBB 稳定 2019/5/30 BBB/BBB 稳定 2018/12/19 不变 

澳大利亚 AA+/AA+ 稳定 2019/5/31 AA+/AA+ 稳定 2019/1/18 不变 

穆迪（Moody’s） 

拉脱维亚 A3/A3 稳定 2019/5/31 A3/A3 稳定 2017/7/14 不变 

标普（S&P） 

印度尼西亚 BBB/BBB 稳定 2019/5/31 BBB-/BBB- 稳定 2017/5/19 上调级别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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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美国各期限国债收益率继续走低，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走扩 

本周，受美国经济前景看淡及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影响，美国各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继续走

低，并导致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走扩。从中美国债利差来看，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

平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 9.13、12.17 和 13.75 个 BP 至 0.43%、1.08%和 1.07%。日本 1 年期、

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美债收益率的平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了 6.36、13.16 和 12.51

个 BP，达到-2.44%、-2.20%和-2.29%。欧元区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公债与美债收益率平

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了 4.44、11.56 和 8.70 个 BP，达到-2.96%、-2.70%和-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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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89 0.3376 9.1340 49.000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4363 -2.4998 6.3550 30.675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9206 -2.9649 4.4351 31.0239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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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 0.9551 12.1695 61.785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2080 -2.3396 13.1600 47.0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5795 -2.6951 11.5574 17.3369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4133 -1.4210 0.7750 21.745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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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4 0.9319 13.7480 54.135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2985 -2.4236 12.5100 39.4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2.3413 -2.4282 8.6946 3.1728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1.2585 -1.2738 1.5317 12.24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受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看淡影响，美元下跌，日元上涨，其他货币基本稳定 

受国际贸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本周上半周外汇市场避险需求上升，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

货币的美元指数快速上升，但此后受美国商务部修正一季度 GDP 增速、美联储宣布 10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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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美国国债等不利消息影响，周五，美国股市大跌，美元指数也出现大幅度下滑，收于

97.2363，周内累计收涨 0.21%。 

数据来源：WIND 

欧元方面，本周因欧元区经济数据符合市场预期，欧元汇率变动较小。在美元小幅上涨的

背景下，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1129，周内累计下跌 0.22%。英镑方面，因为特雷莎·梅首

相辞职，市场对于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继续，本周英镑兑美元汇率压力稍大，周五英镑兑美元收

于 1.2632，周内累计下跌 0.35%，已连续三周下跌。日元方面，本周前期日元一直维持小幅震

荡的趋势，但周五因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日元的避险功能得以体现，日元出现较大升值。周五

收盘，美元兑日元收于 108.3000，周内累计收跌 1.10%。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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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国宣布对美 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摩擦升级，令离岸市场对人民币预期继续

转弱，离岸人民币继续下挫。周五，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收于 6.9369，周内累计收涨 0.22%。在岸市

场，因国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韧性更具信心，在岸人民币微幅上升，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收于 6.9020，

周内累计收跌 0.16%。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风险资产承压，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本周，原油价格延续上周跌势继续下行，虽然本周三和周四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曾有所反弹，

但周五因美股和美元指数大跌，加上盘中特朗普威胁对墨西哥征税的影响，包括原油在内的风

险资产承受较大压力，导致当天国际油价大跌，体现了市场对于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引发市

场对世界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的担忧。周五，国际原油价格收于 53.36美元/桶，周内累计大跌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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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投资者避险需求上升，黄金价格上涨 

本周，由于市场避险需求推动，国际黄金价格一路走高，最高冲至 1311.90 美元/盎司。周

五，黄金价格收于 1,310.2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上涨 1.63%。 

数据来源：WIND 


